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试点：从编制到管理
中江县多规合一工作分享

袁大志
中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中江是全国“双百人物”、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故乡，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西临成都，

北依绵阳，南靠遂宁。全县幅员面积2200平方公里，辖45个乡镇、837个村(社区)，总

人口143万，其中农业人口122万，是四川典型的丘陵农业、人力资源大县、全省首批扩

权强县试点县、全省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点县。县城距成都64公里，绵阳51公里，德阳

37公里，处在成德绵北上经济走廊和成南渝南下经济通道交汇处，属《四川省新型城镇

化规划》“一轴三带、四群一区”、中江－淮口－简阳－成都新机场－仁寿城镇发展带

和成德同城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已完全融入成都1小时经济圈。

中江县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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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



Ø 2013年11月，我县被列为四川省全域“多规合一”规划编制试点县之一；

Ø 2015年11月，省住建厅决定在我县继续进行“多规合一”平台建设试点；

Ø 2015年11月3日至6日，我县在考察学习多地“多规合一”平台建设经验后，立即启

动了“多规合一”平台建设工作；

Ø 为加快试点工作进程，我县平台建设按照城镇建设发展需要，着眼解决行政审批突出

问题，结合中江实际，平台先行纳入城乡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及生态环境规划等“四规”进行试点。试点建设区域主要包括中江县中心城

区及辑庆、兴隆两镇行政区域（包含成德工业园区），总面积约275平方公里。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试点背景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试点要求

n 利用信息平台去执行、验证、完善多规合一规划成果；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试点要求

n 行政审批流程再造为信息平台应用重点；



Ø 高度重视，强化组织领导：目前已由县主要领导带队外出考察学习1次，组织举

办多规平台建设讲座3次，召开部门协调会议4次；将“多规合一”平台建设试

点工作列为市、县深化改革事项写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其作为2017年

全县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事项进行专项督查；

Ø 多部门配合，共同推进：成立了由住建局、县数据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组

成的平台建设工作团队，按照整合资源，分工负责、节约投资，高效运转的原

则，整体推进我平台建设工作。

Ø 依法招标，确定平台建设单位：2016年9月，我县圆满完成了招标采购工作，

确定上海数慧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为我县“多规合一”平台建设单位；

Ø 深化改革，推进审批流程再造：现已完成多规平台与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

窗进出”系统的对接。

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推进举措



Ø 县住建局：作为项目的总牵头单位，负责建设内容的确定、需求的商定、各部

门间的协调、数据的更新、系统的维护；

Ø 县数据服务中心：负责合同的签订、硬件环境的维护、数据的入库，掌握项目

整体进度情况；系统部署在县数据服务中心的机房；

Ø 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联系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协调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工作，

协调多规平台与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一窗进出”系统的对接；

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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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历程

项目启动

2016
-09

2016年9月26日，县委常委主持

召开项目启动会，住建局、国土

局、环保局、发改局、县数据服

务中心、县政务服务中心等各部

门、上海数慧公司、规划编制单

位参加。

系统开发 2016
-11

1、空间信息共享应用；

2、项目的协同审批；

3、规划的协同审查；

4、数据更新管理；

成果部署
2016
-11

1、硬件基础环境部署；

2、软件基础环境部署；

3、系统成果部署；

成果初验 2016
-12

2016年12月7日，由县数据服务中

心组织，平台通过住建局、国土局、

发改局、环保局、县政务服务中心等

多部门联合初验。

 上线运行省厅汇报

2017年1月10日，我县在四川省

住建厅向厅总规划师、厅规划处以

及省内其它试点市县领导汇报了多

规信息平台试点进展和成果，获得

了高度评价。

2017
-01

2017年5月10日

，系统正式上线

运行，县政务服

务中心“一窗进

出”窗口新增“

多规合一”业务

办理，开始收件

201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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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1161

“1161”工程

1套标准规范 1个多规数据库 6类应用系统 1套基础硬件环境

依托“多规合一”现有工作成果，基于统一的信息化标准规范，建立“多规合一”信息平台，

提供集“多规合一”信息共享应用、规划协查、项目落地管控、辅助决策、数据更新管理、统一运

维为一体的信息化支撑应用，推动“多规合一”一张图关于空间规模、边界管控、建设工程项目等

内容的有序落地；搭建一套满足平台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硬件环境，同时为项目协调会议提供更为

便利的场所条件。



项目成果：1161：构建一套满足我县平台运行和管理要求的标准规范

序号 标准类别 具体标准

1

数据类

《中江县“多规合一”规划成果建库标准》

2 《中江县（各部门）规划编制成果空间库标准》

3 《中江县城市总体规划成果空间库标准》

4 《中江县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空间库标准》

5 《中江县城乡规划编制成果要素编码与符号样式规范》

6 《中江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分类对照表》

7
信息共享交换类

《中江县“多规合一”信息平台服务接口标准规范》

8 《中江县“多规合一”规划信息交换与共享规定》

9 平台管理办法类 《中江县“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运行管理办法》

本次项目制定完成一套多规平台数据、共享和管理的标准规范体系，包含9个具体

标准规范体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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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1161：建成一套满足我县平台应用要求的综合数据库

本次项目搭建了一套涵盖多规成果、各部门专项规划、建设项目以及基础地理数

据的综合数据库。

15

多规融合
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

多规合一
p 多规合一控制线
p 多规合一用地布局
p 县域三类空间
p 城镇体系规划
p 公用设施布局
p 综合交通规划

地理信息
p 县域行政区划
p 乡镇行政区划
p 基础地形图

部门专题

国土专题
p 土地用途区
p 土地利用规划
p 基本农田保护区
p 土地建设用地管制区

规划专题 p 总体规划
p 控制性详细规划

环保专题 p 生态保护红线

…… ……



项目成果：1161：综合数据库—多规成果，6大类13小类

序号 数据类型 图层名称 建库内容

1

多规合一控制
线

城镇开发边界 涵盖中江县城、辑庆-兴隆镇、广福镇、仓山镇、龙台镇、黄鹿镇、永太镇
等总共202平方公里

2 重点基础设施廊道控制线 涵盖成巴高速、成南高速、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遂中高速、绵中高速、
成达铁路及复线等交通廊道等233平方公里

3 基本农田控制线 涵盖中江县中部平坝地区和南部西侧浅丘地区902平方公里

4 生态保护红线 涵盖中江县中部平坝地区和南部西侧浅丘地区等863平方公里

5 多规合一用地
布局 多规合一用地布局 涵盖全县域2185平方公里

6
7 县域三类空间 县域三类空间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8
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体系 涵盖全县域41个体系单元

9 城乡发展单元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10
综合交通规划

区域交通 涵盖全县域972公里

11 城市道路中线 涵盖全县域974公里

12 城市道路边线 涵盖全县域1887公里

13
公用设施布局

基础设施 涵盖全县域487个设施点

14 市政工程管线 涵盖全县域909公里的市政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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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1161：综合数据库—部门规划，7大类12小类

序号 数据类型 图层名称 建库内容

1
总体规划

总体规划 涵盖中心城区40平方公里

2 总规规划范围 涵盖中心城区40平方公里

3

控规

规划范围 涵盖中心城区及辑庆-兴隆工业园区55平方公里

4 道路中线 涵盖中心城区及辑庆-兴隆工业园区640公里

5 道路红线 涵盖中心城区及辑庆-兴隆工业园区640公里

6 路缘石线 涵盖中心城区及辑庆-兴隆工业园区1280公里

7 控规用地 涵盖中心城区及辑庆-兴隆工业园区55平方公里

8 基本农田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涵盖全县域1056平方公里

9 土地规划地类 土地规划地类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10 土地用途区 土地用途区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11 土地建设用地管
制区 土地建设用地管制区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12 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 涵盖中江县中部平坝地区和南部西侧浅丘地区等863平方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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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1161：综合数据库—建设项目、基础地理数据，2大类4小类

序号 数据类型 图层名称 建库内容

1 建设项目 “十三五”重大项目 涵盖全县域531个重点项目

2

基础地理数据

县域行政区划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3 乡镇区划 涵盖全县域2200平方公里

4 地形图 中心城区的1:10000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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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1161：建成一套满足我县业务工作需要的6个应用系统

规划协查系统

运维管理系统

多规合一综合数据库

支撑

更新

支撑

更新

“一窗进出”系统
成果汇展

数据更新保障运行

建设项目协查系统

统一收发

项目落地管控规划编制管控

数据管理系统

决策支持 智能辅助选址系统

成果汇集展示系统

多规成果 台账中心审批项目

空间管控 法律管控指标管控



项目成果：强调规划的编制和项目落地管理

以多规合一信息平台落实规划协查和项目落地管控

n 通过规划编制的在线协同审查，实现从静态编制到动态编制的转变

n 通过项目生成与“一窗进出“系统对接，实现业务的协同审批，解

决项目落地难，审批程序长的问题



项目成果：在线协同审查，从静态编制到动态编制的转变

本次多规编制完成各部门专项规划间的矛盾协调后：

p如何保障以后新编、修编或调整的各部门规划符合多规合一管控

体系的管控要求？

p如何保证新编、修编或调整的各部门规划相互之间没有矛盾？



项目成果：规划在线协查

规划在线协查

一个口子出

1. 编制项目立项
2. 底板数据申请
3. 部门协同审查
4. 数据提取分发

一个口子进

1. 成果入库申请
2. 成果更新入库
3. 成果版本管理

多规合一编制协同平台

一套图 一套管控体系

规划设计单位
多规管理部门
规划修编部门 环保局

住建局

国土局

多规协调
联席会

其他部门

成果自查
部门协查

会议协调

数据服务中
心

数据服务中
心



项目成果：规划在线协查



项目成果：项目生成与“一窗进出“对接，实现业务的协同审批，
解决项目落地难，审批程序长的问题

1. 项目选址预审过程中，各部门规划之间的矛盾突出，缺乏有效

手段协调部门间规划冲突；

2. 项目选址预审过程中，各部门规划“依法打架”，缺乏一个统

一的矛盾协调参考材料；

3. 项目选址预审过程中，业主单位反复奔走于各部门间，缺乏一

个协同高效的审批手段；

4. 项目选址预审过程中，业主单位反复接触各部门，缺乏对各级

领导干部的保护手段；

5. 项目选址预审过程中，对各个环节的审批时限、过程缺乏一个

监管手段；

项
目
生
成

一
窗
进
出
系
统



项目成果：一窗进出，实现项目生成协同审批
德阳市“一窗进出“系统，由德阳市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建设，部署在德阳市及下
属所有市县的政务服务中心，服务于各部门审批事项。



项目成果：：一窗进出，实现项目生成协同审批



项目成果：政务服务中心“一窗进出”窗口增加“项目预评价”业务受理



项目成果：1161：建成一套支撑我县平台运行和业务协调的硬件环境

我县数据服务中心从网络和硬件上把

关，搭建了“多规合一”机房以及 

“多规合一”多媒体会议室，为系统

的稳定运行，以及将来的规划协调和

项目落地协调会议提供了硬件保障和

便利条件。



几点体会

政策

机制

03

数据

平台



Ø “多规合一”平台的建设与现行政务、行权平台系统还存在冲突及功能

重叠：

1. 目前，“多规合一”平台系统缺少法定地位，仅能以“约定”方式实现

部门管理、调校和优化，而在实际工作中仅是政府一种空间管理辅助沟

通机制。

2. 建议从国家和省级层面加快行权政务平台整合，提升多规平台法定地位。

几点体会：政策



Ø 三部门共同组成甲方主体，共同牵头推进、明确责任边界，协调配合：

Ø 多规工作涉及部门多，业务广，单一部门牵头推进的形式难以兼顾所有

环节和层面；

Ø 三部门共同推进，各自牵头主管的业务，保证多规工作的全面性和多规

成果的权威性，同时加快了项目进度；

Ø 明确各自责任边界，推进工作有序开展；

几点体会：机制



Ø 基础数据整理入库问题：

1. 除《中江县域多规合一规划》成果外，县级各部门尚有大量专项规划需

入库,各类规划由于缺乏上下位及管理关系, 造成基础数据不统一，空间

定位不统一，边界范围不统一，技术标准及格式不统一，从而导致在平

台建设阶段，所需基础数据不能满足入库要求，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来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如何快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值得后续平台建设

单位去思考；

几点体会：数据



Ø 明确工作中待解决的主要业务矛盾，以此指导平台功能开发：

1. 项目预审和审批过程中，各部门规划之间的矛盾突出，缺乏有效手段协

调部门间规划冲突；

2. 项目预审和审批过程中，各部门“依法打架”，缺乏一个统一的矛盾协

调参考材料；

3. 项目预审和审批过程中，业主单位反复奔走于各部门间，缺乏一个协同

高效的审批手段；

4. 规划协查—合规审查—项目生成，真正解决工作中实际业务问题的系统，

才是能真正用起来的系统。

几点体会：平台



副局长：袁大志 18909021321 498144833@qq.com 中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