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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一）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综
合
管
理

1

园林绿化管理机构：①按照政府职能分工的要求，设立职能健全的专业管
理机构；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有效行使园林绿化管理职能；③专业管理机
构领导层至少有一个园林绿化专业（包括从事园林绿化工作5年以上）人
员，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队伍，负责全县域园林绿化从规划设计、施工
建设、竣工验收到养护管理全过程指导服务与监督管理。（一项不足-1分）

1.政府关于组建园林管理局的通知；2.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同意明确市园林
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事项的批复；3.城市园林绿化行政
许可事项汇总表；4.绿化执法情况汇总表；5.行政审批事项档案；6.绿化执
法卷宗

编办
组织部
城管局

2

园林绿化建设维护专项资金：①政府财政预算中专门列项“城镇园林绿化
维护资金”，切实保障园林绿化日常维修养护及相关人员经费；②园林绿化
养护管理资金占本县上一年度园林绿化建设总投入的7-10%，并不低于当
地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定额标准；③近三年城镇园林绿化建设资金保障到位，
养护资金逐年增加。（一项不足-1分）

1.近三年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养护资金汇总表2.城市园林绿化建设资金：①
申报前三年城市园林绿化投入资金汇总表②申报前三年资金拨付凭证③建设
项目施工合同、资金审计报告3城市园林绿化维护资金：①财政部门关于批
复申报前三年市级部门预算的通知（如有分区的添加分区财政预算表）②与
绿地面积相对的养护资金统计表、申报前三年养护资金拨付凭证

财政局
城管局

3
园林绿化科研应用：①近三年（含申报年）有园林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中
得到有效推广；②近三年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园林绿化技术骨干培训学习或
园林技工专业培训、技能比武等。（一项不足-1分）

1、情况说明；2、城市编办印发的城市园林绿科研机构文件原件3、近三年
城市园林绿化科研项目及成果推广应用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和获奖项目材料；
4、近三年每年组织技术骨干培训学习或技工专业培训，技能比武等资料。

城管局、林业局

4
《县城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县城绿地系统规划》由具有相关规划资质的
单位编制,已纳入县城《总体规划》并与之相协调，经政府批准后得以实施。
（否决项）

1、《鹿邑县绿地系统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2、政府批
准实施的文件原件3、修编的的《鹿邑县绿地系统规划》文本原件一套4、城
市总体规划及批复文件；5、DLG和DEM、dwg格式的1:10000城市地形图；

规划局、城管局、国土
局、住建局、水务局

5
绿线管理：严格实施县城绿线管制制度，按照《城市绿线管理办法》要求
划定绿线并面向社会公布，公众可以在至少两种以上的公开媒体上查询绿
线划定信息。(否决项）

1、城市绿线规划及批准文件；2、两种媒体公布绿线的原件，包括报纸、公
共场所宣传栏公布的实景照片、官方网站的载面图；3、经政府批准的城市绿
线管理制度的文件

规划局、国土局、城管
局、林业局、住建局、

广电局

6 蓝线管理：划定县城蓝线，蓝线的管理和实施符合《城市蓝线管理办法》
的规定。（不满足-1分）

1、批准实施的《鹿邑县蓝线规划》文本原件一套；2、编制《蓝线规划》单
位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3、政府批准实施文件；4、经政府批准的城
市蓝线管理制度的文件与公示材料和相关管理情况。

规划局、水利局

7

园林绿化制度建设：制定绿线管理、园林绿化工程管理、养护管理、公示
制度、“绿色图章”制度、古树名木保护及防止外来物种入侵等各项管理制
度，并严格执行。
（一项不足-1分）

1.情况说明；2.城市绿线管理制度;3.园林绿化工程管理制度及城市执行的相
关资料4.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制度;5.园林绿化公示制度及执行的相关资料；
6.大树控制制度及城市执行的相关资料；7.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制度及采取的
相关方案、措施；8.义务植树管理办法，近三年市区义务植树完成情况表；
9.城市湿地资源保护制度；10.立体绿化推广制度11、古树名木的保护12、
绿色图章制度及执行情况。

政府办、城管局、住建
局、林业局、广电局、
规划局、明道宫管委会
太清宫管委会

8
园林绿化管理信息技术应用：①已建立园林绿化信息数据库、信息发布与
社会服务信息共享平台；②县城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实施动态监管；③保
障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一项不足-1分）

1、情况说明2、园林绿化数字化信息库的建立，园林系统网站截图2、城市
园林绿化信息发布与社会服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立3、城市园林信息化监管
体系。

城管局、公安局林业
局、广电局

9 公众对县城园林绿化的满意率(%)：≥85%；（不达标-1分）
1、委托第三方统计机构进行满意率调查的函的原件或申报城市统计部门统计
情况报告原件2、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调查表原件（抽查不少于城市人口的
千分之一)

城管局、全县各机关企
事业单位、群众团体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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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二）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绿
地
建
设

1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8%；
（每少1%，-1分)

1、经城市规划部门确定的建成区面积和范围图2份（底图为总规，dwg格式，加盖人民政
府、省住建厅公章）；2、《河南省城乡建设统计资料汇编》相关部分复印件；3、城市各类

绿地（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统计表。

城管局、住建局、林业局、规划局、
统计局、建成区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办事处

2 建成区绿地率：≥33%；(否决项)

1、经城市规划部门确定的建成区面积和范围图（加盖底图为总规，dwg格式，加盖人民政
府、省住建厅公章）；2、《河南省城乡建设统计资料汇编》相关部分复印件；3、各类绿地
（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附属绿地、其他绿地）统计表和现状图（底图为

1:10000城市地形图）。4、建成区行政区划图（底图为1:10000城市地形图）。

城管局、住建局、林业局、规划局、
统计局、建成区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办事处

3 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人；(否决项)
1、经城市规划部门确定的建成区内城市公园绿地分类统计表及公园绿地分布图；2、公安
部门确认的城市建成区内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数据原件（加盖公章）；3、《河南省城乡

建设统计资料汇编》相关部分复印件；4、按照公园绿地分类项目建设资料；

城管局、住建局、公安局、规划局、
统计局、建成区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办事处

4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80%；1000-2000
平方米公园绿地，居民出行300米，2000平方米以
上公园绿地，居民出行500米；(每少5%，-1分)

1、情况说明；2、城市建成区公园绿地分布图；3、城市建成区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图4、
规划部门出具的城市建成区居住用地分布图（加盖公章）；

城管局、规划局、国土局、住建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办

5 符合《公园设计规范》要求的综合公园（个）：≥1；
(不达标-1分)

1、情况说明；2、陈抟公园、上清湖公园综合性公园规划图；3、综合性公园绿化达标文
件

城管局、水利局、规划局、住建局、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办

6 道路绿化普及率(%)：≥95%；(每减少5%,-1分) 1、城市建成区内道路统计表，包括道路名称、长度（其中应说明有行道树长度）、宽度、
行道树品种等；2、建成区道路绿化现状分布图。 城管局、城管局、住建局、规划局

7 新建、改建居住区绿地达标率：≥95%；(每减少
10%,-1分)

1、 2002年以来城市建成区新建、改建居住区统计表（包括名称、建设时间、面积、绿
地面积、达标小区批准文件），位置分布图（底图1:10000地形图，dwg格式，色块标注名

称）；2、情况说明。
住建局、规划局

8 城镇防护绿地实施率(%)：≥80%；(每减少5%,-1分) 1、情况说明；2、城市建成区防护绿地分布图和建成区防护绿地统计表（规划与现状对比）；
3、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防护绿地名称、位置、面积、实施情况、实施年限

林业局、建成区各乡镇、办事处、
产业集聚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
设办、规划局

9 道路绿地达标率(%)：≥80%；(每减少5%,-1分)
1、城市道路绿地达标率情况说明；2、建成区道路达标率统计表（名称、长度、宽度、绿
化面积、绿地率、覆盖率）和达标命名的文件；3、住建部门提供的城市道路统计表（名

称、长度、宽度）；4、城市道路绿化和建设资料。
城管局、住建局

10 林荫路推广率(%)：≥60%；(①每减5%,-1分；②年
降水量低于200mm的地区，该项为加分项)

1、林荫路推广情况一览表（名称、长度、覆盖率等）（2—3条示范道路相关资料）；2、住
建部门提供的城市道路统计表（名称、长度、宽度）； 城管局、住建局

11 林荫停车场推广率(%)：≥60%；(达标酌情加分)
1、林荫停车场推广率情况说明；2、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确定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名称、位置、
面积；3、建成区内停车场位置分布图；4、林荫停车场推广情况表（含名称、位置、面积、

林荫覆盖率）；5、林荫停车场建设资料及图片；
城管局、规划局、住建局

12 河道绿化普及率(%)：≥85%；(每减少5%,-1分）
1、情况说明；2、河道绿化情况一览表；3、河道绿化分布图及实景照片；4、河道名称、
位置、河道功能、长度，以及单侧绿地宽度大于等于12m的滨河绿带名称、位置、长度统

计表。
水务局、城管局、住建局

13 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恢复率(%)：≥80%；（达标酌
情加分）

1、情况说明；2、国土部门提供的受损弃置地统计表；3、规划区受损弃置地生态与景观
恢复地统计表；4、建设资料，景观建设前后的对比照片；

国土局、城管局、林业局
住建局、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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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三）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建
设
管
控

1

绿地系统规划执行和建设管理：①绿地系统规划得到有效执行，绿地
建设符合规划，并鼓励见缝插绿；②绿化建设成果得到有效保护，规
划绿地性质无改变；③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参与公园绿地建设项目设计
和项目竣工验收；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参与项目招投标、监理、
竣工验收和审计。（一项不足-1 分）

1、绿地系统规划，绿地建设现状图 2、近三年园林绿化
主管部门参与公园绿地建设项目设计和项目竣工验收；
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参与项目招投标、监理、竣工
验收和审计的相关档案资料。3、近三年园林绿化执法工
作开展的整体情况 4、近三年园林规划执法情况介绍及其
执法、执罚情况统计表，按处罚性质分类，列明处罚项
目 4、城市园林绿化行政许可事项汇总表 5、行政审批事
项档案 6、绿化执法档案。

规划局、住建局、
城管局、纪检委、
监察局、住建局、
规划局、审计局、

财政局相
关公园绿地建设
单位

2

大树移植、行道树树种更换等控制管理：①近三年，公园绿地、道路绿化
建设或改、扩建中未曾发生大规模（群植10株以上）移植大树（胸径20cm以
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cm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未
经专家论证及社会公示认可而更换行道树树种等现象；②制定严格控制大树移
植及随意更换行道树树种的制度或管理措施，并落实良好。（发现一处-1 分）

1、情况说明 2、近三年所建公园绿地、道路绿地或改、
扩建绿化项目种植大树规格情况表。3、严格控制大树移
植及随意更换行道树树种的制度或管理措施

城管局、政府办、
住建局、

林业局、规划局

3
公园规范化管理：①每天按时向公众开放；②公园绿地占陆地总面积
70%以上，且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③公园设施完好,安全
运行。（一项不足-1 分）

1、公园管理机构设置文件 2、各公园规章制度和规划 3、
各公园管理经费凭证复印件 4、公园设施更换、修复、运
行情况及公园管理情况。

城管局、财政局、
编办

4

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保护：①古树名木保护率≥100%；②完成树龄超
过 50 年（含）的古树后备资源普查、建档、挂牌并确定保护责任人或
责任单位；③设立有专门的古树名木及树龄超过 50 年（含）的古树后
备资源保护经费，并能满足保护需要；④严禁古树名木移植。
（其中①每减少 5%,-1 分，②③④一项不足-1 分）

1、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50-99 年）调查统计表，
古树名木照片 2、管理及制度文件 3、根据《全国古树名
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建立的每株保护管理档案资料 4、
设立有专门的古树名木及树龄超过 50 年（含）的古树后
备资源保护经费预算列项复印件（加盖公章）

林业局、明道宫管
委会
太清宫管委会、财
政局

涡北镇

5

节约型绿地建设：①无侵占、破坏现有绿地等破坏园林绿化成果情况
发生；②园林绿化设计中严格控制大广场、水景喷泉、大草坪、大色
块、雕塑、灯具造景、单一层次种植等情况；③绿地建设中严格控制
移植大树、栽植未驯化的外来植物、应用假花假树、景观水体硬质驳
岸或植物亮化等现象。（每存在一项-1 分）

1、应用节约型园林技术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地的名称、
位置、面积、应用技术时间、情况说明、节约型材料应
用技术内容 2、城市政府推广节约型绿地建设的相关文件
3、自然水灌溉，建设取水口资料、枯枝败叶制作有机肥
利用相关资料 4、海绵城市相关技术应用项目情况

城管局、政府办、
规划局

住建局、气象局

6
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绿地中硬质铺装透水技术应用实施率(%)：近三年，公园绿
地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中硬质铺装透水技术应用率≥60%；（达标酌
情加分）

近三年，公园绿地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硬质铺装面积
和硬质铺装透水技术应用面积对照表；计算方法：硬质
铺装透水技术应用实施率=近三年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绿
地采用透水材料铺装面积÷近三年新建改建扩建公园绿
地项目铺装总面积×%

城管局、住建局、
规划局

7 立体绿化推广：因地制宜制定立体绿化推广的鼓励政策、技术措施和
实施方案，且实施效果明显。（满足条件酌情加分）

1、已经批准并实施的城市立体绿化推广鼓励政策和立体
绿化技术措施文件、推广实施方案 2、立体绿化推广情况
说明，已完成的立体绿化点统计表（位置、面积、建设
时间）和实例材料.核查重点主要是居住区立体绿化。

各乡镇、办事处、
政府办、建成区各
机关、企事业单
位、城管局、规划

局、住建局

8 公园绿地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70%；（达标酌情加分）

1、《城市公园绿地应急避险规划》2、规划实施一览表（应
急避险公园绿地名称、位置、面积、功能及实施情况）。
3、公园绿地紧急避险设施照片。4、实施率说明
计算方法：应急避险场所实施率=已建成应急避险场所的公园绿
地数量÷规划要求设置应急避险场所的公园绿地数量×%

人防办、应急办、
住建局、

城管局、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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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四）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

单位

建
设
管
控

9

“其他绿地”控制：①生态绿地、风景林地、县城绿化隔离
带等“其他绿地”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②郊野公园规划建设合理、管理到位，并与建成区内公园绿
地相得益彰；
③“其它绿地”（包括改建绿地、生态修复等）建设需统一规
划、统一指导建设、统一监督管理，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
全过程指导服务与跟踪监督，水利、交通、市政等各有关部
门负责按规划和规范要求建设和管理。（一项不足-1 分）

1、湿地、太清宫景区、明道宫景区保护情况及绿地情况表；2、各个
绿地的建设、保护管理资料（其他绿地的规划设计、建设资料、保护
制度及相关资料）
3、、城市“其他绿地”控制情况表（位置、面积、性质、保护情况）
“其他绿地”：包括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郊野公园、 森林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景林地、城市绿化隔离带、野生动植物园、湿地、垃
圾填埋场恢复绿地等。

文化局、林业局、
明道宫管委会
太清宫管委会
规划局、水利局
城管局、住建局

10 生物防治推广率(%)：≥50%；（达标酌情加分）

1、公园绿地、道路绿地、防护绿地等生物防治应用情况一览表（名
称、位置、面积、应用技术时间、应用技术、效果说明）2、各类绿
地应用后的验收记录。
计算方法：生物防治推广率=采用生物防治技术的公园绿地、道路绿
地面积之和÷公园绿地和道路绿地总面积×%

林业局、城管局

11 水体岸线自然化率(%)：≥80%；（每减少 10%，-1 分）

1、情况说明及统计表（水体名称、位置、长度、自然岸线或人工岸
线情况说明）；②河道实景照片
主要针对城市规划区较大型河道和水体，公园绿地和各城市建设用地
中的水体岸线不纳入评价 。

水利局、住建局

12

县域历史风貌保护：①制订县域内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规划及
实施方案，并已获批准，实施效果良好；
②县城发展历史印迹清晰，老县城形态保存基本完好，县城
历史文化街区得到有效保护；
③规划区内道路格局符合县城形态特征,尺度宜人,不盲目拓
宽取直；
④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建筑保存完好，新建建筑具有
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风格协调统一。（一项不足-1 分）

1、城市历史风貌保护情况说明 2、政府关于同意实施城市紫线规划
的批复 3、城市紫线规划 4、紫线规划网站公示 5、相关保护管理文
件 6、具体管理方面的资料（环境整治、维修申请、资金保障、方案
审批、验收记录等）7、城市总规中的专题或风貌保护的批复文件。

文化局、规划局、
太清宫管委会
明道宫管委会
住建局

13

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①依法设立风景
名胜区管理机构，职能明确，并正常行使职能；
②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区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或自
然遗产严格依据《风景名胜区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
护管理；
③风景名胜区建设项目依法办理选址审批手续；
④近 3 年无违法违规建设行为发生，景区无因租用商业活动
等导致景区受破坏情况。（一项不足-1 分）

1、下发的太清宫景区管委会、明道宫景区管委会等景区管理机构文
件原件 2、景区保护规划和管理制度 3、风景名胜区、文化与自然遗
产保护与管理情况说明 4、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传承人公布文件 5、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项目保护情况调查统计表 6、相关保护管理资料（含管理资料、
资金保证、建设审批等资料）

文化局、旅游局、
住建局、规划局
明道宫管委会
太清宫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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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五）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

单位

生态
环保

1

自然生态保护：①县城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确保其原貌性、完
整性；②县城水体生态保护良好，水体岸线绿化遵循生态学原则，自然河流
水系无裁弯取直、筑坝截流、违法取砂等现象；③县城自然山体保护完好，
无违法违规开山采石、取土以及随意推山取平等现象；④按照县城卫生、安
全、防灾、环保等要求建设防护绿地；⑤未发生破坏地形地貌、水体、山体、
湿地及生物物种资源等情况。（一项不足-1分）

1、县城水体岸线绿化分布图，自然河流水系分布图
2、防护绿地建设分布图和统计表
3、河道、水体管理制度
4、相关情况说明或证明材料

水利局、林业局
国土局、环保局

住建局

2 年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的天数：≥255天；（不达标-1分） 1、空气污染指数说明；2、近三年大气环境检测报告单；3、申报前一年空气测点详细
资料4、上报地方和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的数据统计。最终以环境质量公报数据为准。 环保局

3 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率(%)：≥60%；（不达标-1分）

1、上报地方和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的数据统计2、环保主管部门对城市规划区地表水
评估报告的原件并加盖公章3、申报前一年河道水质检测报告单；4、申报前一年城市
地表水数据；最终以环境质量公报数据为准。
计算方法：地表水Ⅳ类及以上水体比率=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Ⅳ类标准的监测断面数量÷
地表水监测断面总数×%

环保局
水利局

4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56.00dB(A)；（不达标-1分）
1、上报地方和国家环境质量监测点的数据统计
2、环保主管部门对区域环境噪声评价报告的原件并加盖公章。最终以环境质量公报数
据为准。

环保局

5

生物多样性保护：①已完成不小于县域范围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②以生物
物种普查为基础，编制《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及《县域基调树种种植
规划》和实施措施，或在《县城绿地系统规划》中有专篇；③生物物种总量
保持合理增长，重要物种及其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执行情况良好酌情加分）

1、编制完成《县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及《县域基调树种种植规划》和实施措施
2、完成（县域范围内）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形成《城市生物资源本地调查报告》或
《城市生物资源本地调查统计表》

林业局、规划局
城管局

6

乡土、适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应用：①结合风景名胜区、植物专类园、综合公
园、生产苗圃等建立乡土、适生植物种质资源库，并开展相应的引种驯化和
快速繁殖试验研究；②积极推广应用乡土及适生植物，在试验基础上推广应
用自衍草花及宿根花卉等，丰富地被植物品种；③本地木本植物指数≥0.70。
（满足条件酌情加分）

1、本地（建成区范围）木本植物资源及其分布摸底调查报告2、编制本地（建成区范
围）木本植物统计表3、自衍花卉、宿根花卉及其他地被植物应用情况统计和说明。
本地木本植物物种类的统计应为在建成区每种种植数量不少于50株的群体。
计算方法：本地木本植物指数=本地木本植物物种数÷木本植物物种总数

城管局
林业局

7
湿地资源保护：①已完成规划区内的湿地资源普查；②以湿地资源普查为基
础，制定湿地资源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③规划区内湿地资源保护管理责任
明确，管理职能正常行使，资金保障到位。（满足条件酌情加分）

1、已完成城市规划区湿地资源普查
2、编制完成《城市湿地资源保护规划》（城市规划区域）
3、颁布实施城市湿地资源保护措施文件4、湿地资源保护资料（含资金落实、动植物
保护、湿地公园建设等）

林业局、规划局
国土局

节能
减排

1 北方采暖地区住宅供热计量收费比例(%)：≥25%（考核北方供暖地区，每减
少5%,-1分） 管理机构提供的情况说明 住建局

2 节能建筑比例(%)：严寒及寒冷地区≥40%；夏热冬冷地区≥35%；夏热冬暖地
区≥30%（不达标-1分）

1、近三年节能建筑面积情况表及节能建筑相关文件；2、部分节能建筑实例材料
计算方法：节能建筑比例=建成区内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的建筑面积÷建成区内建筑总面
积×%

住建局
规划局

3 非常规水利用率(%)：≥20%或年增长率≥5%；（达标酌情加分）
1、再生水、雨水、苦咸水等非常规用水资源利用总量统计，县城用水总量统计
计算方法：非常规水利用率=非常规水资源年使用量（万立方米）÷城市年总用水量（万
立方米）×%

住建局、水利局
城管局、气象局

4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100%；（每减少5%,-1分）
1、县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和县城工业废水排放量有效证明材料
计算方法：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县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万吨）÷县城工业废水排
放量（万吨）×%

环保局
各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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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六）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

单位

市
政
设
施

1

市容市貌：①建成区环境整洁有序，建（构）
筑物、公共设施和广告设置等与周边环境
相协调，无违章私搭乱建现象；居住小区
和街道环卫保洁制度落实，无乱丢弃、乱
张贴、乱排放等行为；
②商业店铺：灯箱、广告、招牌、霓虹灯、
门楼装璜、店面装饰等设置符合建设管理
要求，无违规设摊、占道经营现象；
③交通与停车管理：建成区交通安全管理
有序，车辆停靠管理规范；
④公厕数量达标，设置合理，管理到位。
（一项不足,-1 分）

加强城市环境卫生、户外广告、亮化照明、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经营秩序、交通秩序、建
设秩序管理工作，精细化管理得到全面落实。
1、强化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建成区环境整洁，城市主次干道和居住区环境卫生保洁制度得到全面落实，无
乱丢弃、乱张贴、乱排放等行为。公厕数量达标并管理到位。
园林绿化管理：苗木修剪整齐美观，无乱砍滥伐、擅自修剪移植、侵占绿地、毁坏花木现象。
户外广告管理：沿街商业店铺灯箱、广告、招牌、门楼装潢、店外装饰灯设置符合建设管理要
求。
亮化照明管理：积极推广使用绿色节能灯具，照明设施装置率和亮灯率均达到 98%以上。
经营秩序管理:城市容貌整洁有序，无违规设摊，占道经营现象。
交通秩序管理:按章行驶，车辆停放管理规范，秩序井然。
建设秩序管理:无违章私搭乱建行为
市政设施管理:无路面坑洼、碎裂、隆起、溢水及水毁塌方等情况，城市管网、下水道、破损窨
井盖、配电设施、通讯设施等各类设施安全运行。
2、各项管理制度文件和精细化、网格化管理文件
3、公厕数量达标，设置合理，管理到位。

城管局
工商局
电业局
规划局
交通局
公安局
住建局
市场办
水利局

2
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95%。
（每减少 5%，-1 分）

1、城市管网水检验项目及合格率情况说明 2、建成区内供水管网系统图 3、城区供水系统平面
图 4、出厂水及管网水质合格率月统计表 5、城市管网水七项指标检验报告 6、城市管网水水质
全分析检验报告 7、地表水、出厂水全分析检验报告水质检测报告书 7、上报地方和国家的检测
统计数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资料。
计算方法：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管网水检验项目的合格数量（项）÷管网水检验项目数量（项）
×%

水利局
卫生局

3

城镇污水处理：①污水处理率≥80%，且不
低于申报年全国县城平均值；
②有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污泥处理处置
率≥40%；
③城区旱季无直接向水体排污现象，年降
雨量 400mm 以上的新建城区采用雨污分流
建设，老城区有雨污分流改造计划。
（其中①为否决项；②为达标基础上酌情加分项；
③若不达标-1分）

1、建成区污水处理率的计算说明；2、提供申报前一年 1--12 月份城市污水厂处理污水质水量
统计表 3、环保监测部门的监测报告 4、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资料 5、污水处理厂运行相关文件
6、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系统总平面图 7、提供近三年每年污泥处理凭证及相关资料（加盖公章）
8、《河南省城乡建设统计汇编》相关材料复印件
计算方法：污水处理率=经过污水处理设施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量（万吨）÷城市污水排放总
量（万吨）×%

住建局
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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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国家园林县城考核指标工作任务分解表（七）
类
型

序
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

单位

市
政
设
施

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①鼓励垃圾处理设
施区域统筹规划、建设，协调发展，确保
垃圾处理设施高效运行，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90%；
②鼓励垃圾分类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在各
类公开媒体、社区等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教育，并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
（其中①为否决项；②为酌情加分项）

⒈垃圾处理场情况说明
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认定文件
⒊垃圾收集点（中转站）分布图
4.生活垃圾清运处理日报表和月报表
5、渗滤液处理资料（考核现场）
6、近三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数量报表与无害化处理的监测报告（加盖公章）；7、提供经相关
部门评定为达标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的相关证明复印件
8、《河南省城乡建设统计汇编》相关材料。
9、在各类公开媒体、社区等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并建立常态化宣传机制相关材料。
计算方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采用无害化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万吨）÷城市生活
垃圾产生总量（万吨）×%

城管局
环保局
卫生局

5
公共供水用水普及率(%)：≥90％；（每
减少 5%,-1 分）

1、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显示的县城人口和县城暂住人口数，城区使用公共供水人口数。2、公共
供水管网分布图 3、《河南省城乡建设统计汇编》相关材料
计算方法：公共供水用水普及率=城市使用公共供水人口（万人）÷（县城常住人口+县城暂住
人口）（万人）×%

水利局
住建局
公安局

6
道路完好率(%)：≥95%；（每减少 5%,-1
分）

1、城市建成区内宽度等于或超过 12 米以上的道路统计表（加盖公章）
2、城市道路完好率情况说明 3、提供第三方机构对城市道路完好率检测的报告原件和统计表
计算方法：道路完好率=城市道路完好面积÷城市道路总面积×%

住建局
统计局

7

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①县城地下管
网、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档案健全，
并纳入数字化管理体系；
②运行管理制度完善，监管到位，县城安
全运行得到保障。
（一项不足,-1 分）

1、安全运行说明 2、城市市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实施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制度（道
路、桥梁、路灯、燃气、地下管网等）
2、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档案 3、市政设施巡查台帐；
4、城市市政设施数字化管理体系相关资料 5、各市政设施专项规划。

住建局
水利局

8

无障碍设施建设：建成区内主要道路、公
园、公共建筑等公共场所设有无障碍设
施，且使用与管理情况良好。（不达标-1
分）

1、建成区主要道路、公共建筑等公共场所（公园、学校、车站、医院等）无障碍设施的设置
和管理情况说明 2、 公园绿地无障碍设施情况一览表 3、 道路无障碍设施情况一览表 4、 公
共建筑无障碍设施情况一览表 5、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资料及相关照片 6、城市主要道路、
公园、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管理单位的管理制度与措施原件

住建局
城管局

学校、车站、
医院等公共
服务单位

资
料
汇
编

1 全面启动资料汇编的编制工作：

形成初稿；汇编一、1、申报请示；2、住建厅初审意见 3、遥感资料，包括城市地形图、建成
区范围图、总规、绿地系统规划、建成区行政区范围图、新建改建扩建居住区分布图 4、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汇编二、1、城市基本情况 2、绿地系统土地规划图 3、绿地现状图等 4、绿线
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 5、城市绿化评价表 6、城市绿化评价综述。

创建办
各相关单位

2 全面启动技术报告的编制工作 形成初稿；介绍创建国家园林县城的做法及对照标准 8个部分，64 项进行逐项总结归纳。
创建办

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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