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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F_8E_E5_B8_82_E8_c36_32572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令 第146号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于2005年10月28日经建

设部第7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6年4月1日

起施行。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城市

规划编制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规划编制工

作，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

组织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规划是政

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

、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 第四条 编

制城市规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为基本目标，坚持五个统筹，坚持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道路，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文

资源，尊重历史文化，坚持因地制宜确定城市发展目标与战

略，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编制城市规划，

应当考虑人民群众需要，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充

分关注中低收入人群，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

安全。 第六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坚持政府组织、专家领衔

、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原则。 第七条 城市规划

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大、中城市根据需要，

可以依法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组织编制分区规划。 城市详细

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 第八条 国务院

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自治区人



民政府组织编制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

划编制的依据。 第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标

准和技术规范，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十条 

承担城市规划编制的单位，应当取得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并在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城市规划编制工作。 第二

章 城市规划编制组织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城

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分区规划。具体工作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

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承担。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

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组织制定近期建设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由城

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已经批

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者城市分区规划组织编制。 修建性详细

规划可以由有关单位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及建设主管部门（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的规划条件，委托城市规划编制单

位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人民政府提出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前，

应当对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总

结，对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和建设条件做出评价；针对存在

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从土地、水、能源和环境等城市长期

的发展保障出发，依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和省域城镇体系规

划，着眼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对城市的定位、发展目标、

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等战略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作为城市

总体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 第十三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按照

以下程序组织编制： （一）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前

期研究，在此基础上，按规定提出进行编制工作的报告，经

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城市、

国务院指定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国务院建设主管部



门提出报告；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向省

、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报告。 （二）组织编制城市总体

规划纲要，按规定提请审查。其中，组织编制直辖市、省会

城市、国务院指定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应当报请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组织编制其他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的，

应当报请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审查。 （三）依据国

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查

意见，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成果，按法定程序报请审查和

批准。 第十四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对于涉及资源与

环境保护、区域统筹与城乡统筹、城市发展目标与空间布局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重大专题，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

组织下，由相关领域的专家领衔进行研究。 第十五条 在城市

总体规划的编制中，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组织下，充分吸取

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机关的意见。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军事

机关提出意见的采纳结果，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

材料的专题组成部分。 组织编制城市详细规划，应当充分听

取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保证有关专业规划的空间落实。 第

十六条 在城市总体规划报送审批前，城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

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在城市详细规划

的编制中，应当采取公示、征询等方式，充分听取规划涉及

的单位、公众的意见。对有关意见采纳结果应当公布。 第十

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调整，应当按规定向规划审批机关提出调

整报告，经认定后依照法律规定组织调整。 城市详细规划调

整，应当取得规划批准机关的同意。规划调整方案，应当向

社会公开，听取有关单位和公众的意见，并将有关意见的采

纳结果公示。 第三章 城市规划编制要求 第十八条 编制城市



规划，要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体现布

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保护自然与文化资源

、体现城市特色，考虑城市安全和国防建设需要。 第十九条 

编制城市规划，对涉及城市发展长期保障的资源利用和环境

保护、区域协调发展、风景名胜资源管理、自然与文化遗产

保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内容，应当确定为必须

严格执行的强制性内容。 第二十条 城市总体规划包括市域城

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城区规划。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先组

织编制总体规划纲要，研究确定总体规划中的重大问题，作

为编制规划成果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应

当以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其它上层次

法定规划为依据，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研究城市定位

和发展战略，按照人口与产业、就业岗位的协调发展要求，

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按照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改

善人居环境的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区域辐射和带动作

用，合理确定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二条 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应当依

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近期内实施城市总体

规划的重点和发展时序，确定城市近期发展方向、规模、空

间布局、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选址安排，提出自然

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与治理的措

施。 第二十三条 编制城市分区规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

的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和公共服务设

施、基础设施的配置做出进一步的安排，对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编制提出指导性要求。 第二十四条 编制城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应当依据已经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考



虑相关专项规划的要求，对具体地块的土地利用和建设提出

控制指标，作为建设主管部门（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的依据。 编制城市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依

据已经依法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所在地块的建设提出

具体的安排和设计。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总体规

划，应当包括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

应当编制专门的保护性详细规划。 第二十六条 城市规划成果

的表达应当清晰、规范，成果文件、图件与附件中说明、专

题研究、分析图纸等表达应有区分。 城市规划成果文件应当

以书面和电子文件两种方式表达。 第二十七条 城市规划编制

单位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城市规划，提交的

规划成果应当符合本办法和国家有关标准。 第四章 城市规划

编制内容 第一节 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十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

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同时可以对城市远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

出设想。 确定城市总体规划具体期限，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政

策的要求。 第二十九条 总体规划纲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一）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纲要，内容包括：提出市域城乡统筹

发展战略；确定生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自然和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综合目标和保护要求，提出空间管

制原则；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确定各城镇人口规

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方案和建设标准；原则确定市域交

通发展策略。 （二）提出城市规划区范围。 （三）分析城市

职能、提出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 （四）提出禁建区、限建

区、适建区范围。 （五）预测城市人口规模。 （六）研究中

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范围； 

（七）提出交通发展战略及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原则。 （



八）提出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发展目标。 （九）

提出建立综合防灾体系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第三十条 市域城

镇体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提出市域城乡统筹的

发展战略。其中位于人口、经济、建设高度聚集的城镇密集

地区的中心城市，应当根据需要，提出与相邻行政区域在空

间发展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

保护、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进行协调的建议。 （二）确定生

态环境、土地和水资源、能源、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等方面

的保护与利用的综合目标和要求，提出空间管制原则和措施

。 （三）预测市域总人口及城镇化水平，确定各城镇人口规

模、职能分工、空间布局和建设标准。 （四）提出重点城镇

的发展定位、用地规模和建设用地控制范围。 （五）确定市

域交通发展策略；原则确定市域交通、通讯、能源、供水、

排水、防洪、垃圾处理等重大基础设施，重要社会服务设施

，危险品生产储存设施的布局。 （六）根据城市建设、发展

和资源管理的需要划定城市规划区。城市规划区的范围应当

位于城市的行政管辖范围内。 （七）提出实施规划的措施和

有关建议。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一）分析确定城市性质、职能和发展目标。 （二）预测城市

人口规模。 （三）划定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

并制定空间管制措施。 （四）确定村镇发展与控制的原则和

措施；确定需要发展、限制发展和不再保留的村庄，提出村

镇建设控制标准。 （五）安排建设用地、农业用地、生态用

地和其它用地。 （六）研究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确定建

设用地规模，划定建设用地范围。 （七）确定建设用地的空

间布局，提出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和相应的控制指标（建



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人口容量等）。 （八）确定市

级和区级中心的位置和规模，提出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

局。 （九）确定交通发展战略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总体布局，

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确定主要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

设施布局。 （十）确定绿地系统的发展目标及总体布局，划

定各种功能绿地的保护范围（绿线），划定河湖水面的保护

范围（蓝线），确定岸线使用原则。 （十一）确定历史文化

保护及地方传统特色保护的内容和要求，划定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紫线），确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范

围；研究确定特色风貌保护重点区域及保护措施。 （十二）

研究住房需求，确定住房政策、建设标准和居住用地布局；

重点确定经济适用房、普通商品住房等满足中低收入人群住

房需求的居住用地布局及标准。 （十三）确定电信、供水、

排水、供电、燃气、供热、环卫发展目标及重大设施总体布

局。 （十四）确定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提出污染控制

与治理措施。 （十五）确定综合防灾与公共安全保障体系，

提出防洪、消防、人防、抗震、地质灾害防护等规划原则和

建设方针。 （十六）划定旧区范围，确定旧区有机更新的原

则和方法，提出改善旧区生产、生活环境的标准和要求。 （

十七）提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原则和建设方针。 （十八）

确定空间发展时序，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政策建议。 

第三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 （一）城市规

划区范围。 （二）市域内应当控制开发的地域。包括：基本

农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地下矿产资源分布地区。（三）城市建设用地。包括：规

划期限内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规模，土地使用强度管制区划



和相应的控制指标（建设用地面积、容积率、人口容量等）

；城市各类绿地的具体布局；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布局。 （四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城市干道系统网络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交通枢纽布局；城市水源地及其保护

区范围和其他重大市政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体育

等方面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五）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包括：历史文化保护的具体控制指标和规定；历史文

化街区、历史建筑、重要地下文物埋藏区的具体位置和界线

。 （六）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目标，污染控制与治理措施。 

（七）城市防灾工程。包括：城市防洪标准、防洪堤走向；

城市抗震与消防疏散通道；城市人防设施布局；地质灾害防

护规定。 第三十三条 总体规划纲要成果包括纲要文本、说明

、相应的图纸和研究报告。 城市总体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

划文本、图纸及附件（说明、研究报告和基础资料等）。在

规划文本中应当明确表述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十四条 城

市总体规划应当明确综合交通、环境保护、商业网点、医疗

卫生、绿地系统、河湖水系、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地下空间

、基础设施、综合防灾等专项规划的原则。 编制各类专项规

划，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 第二节 城市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

十五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期限原则上应当与城市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的年限一致，并不得违背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 近期建设规划到期时，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

制新的近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六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内容应当

包括： （一）确定近期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确定近期建设

用地范围和布局。 （二）确定近期交通发展策略，确定主要

对外交通设施和主要道路交通设施布局； （三）确定各项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公益设施的建设规模和选址。 （四）确

定近期居住用地安排和布局； （五）确定历史文化名城、历

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等的保护措施，城市河湖水系、绿

化、环境等保护、整治和建设措施。 （六）确定控制和引导

城市近期发展的原则和措施。 第三十七条 近期建设规划的成

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纸，以及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在

规划文本中应当明确表达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三节 城市分

区规划 第三十八条 编制分区规划，应当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

划确定的城市布局、片区特征、河流道路等自然和人工界限

，结合城市行政区划，划定分区的范围界限。 第三十九条 分

区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分区的空间布局、功

能分区、土地使用性质和居住人口分布。 （二）确定绿地系

统、河湖水面、供电高压线走廊、对外交通设施用地界线和

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提出空

间形态的保护要求。 （三）确定市、区、居住区级公共服务

设施的分布、用地范围和控制原则； （四）确定主要市政公

用设施的位置、控制范围和工程干管的线路位置、管径，进

行管线综合。 （五）确定城市干道的红线位置、断面、控制

点座标和标高，确定支路的走向、宽度，确定主要交叉口、

广场、公交站场、交通枢纽等交通设施的位置和规模，确定

轨道交通线路走向及控制范围，确定主要停车场规模与布局

。 第四十条 分区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以及

包括相应说明的附件。 第四节 详细规划 第四十一条 控制性

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确定规划范围内不同性

质用地的界线，确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地

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 （二）确定各地块建筑高度、建筑密



度、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确定公共设施配套要求、

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 （

三）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城市设计指导原

则； （四）根据交通需求分析，确定地块出入口位置、停车

泊位、公共交通场站用地范围和站点位置、步行交通以及其

它交通设施。规定各级道路的红线、断面、交叉口形式及渠

化措施、控制点坐标和标高。 （五）根据规划建设容量，确

定市政工程管线位置、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界线，进行管

线综合。确定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具体要求。 （六）制定相应

的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第四十二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确

定的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

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规定应当作为强制性内

容。 第四十三条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建设条件分析及综合技术经济论证。 （二）建筑、道路和绿

地等的空间布局和景观规划设计，布置总平面图。 （三）对

住宅、医院、学校和托幼等建筑进行日照分析。 （四）根据

交通影响分析，提出交通组织方案和设计。 （五）市政工程

管线规划设计和管线综合。 （六）竖向规划设计。 （七）估

算工程量、拆迁量和总造价，分析投资效益。 第四十四条 控

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图件和附件。图件由

图纸和图则两部分组成，规划说明、基础资料和研究报告收

入附件。 修建性详细规划成果应当包括规划说明书、图纸。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编

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六条 对城市规划文本、图纸、

说明、基础资料等的具体内容、深度要求和规格等，由国务

院建设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6年4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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