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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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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道路宽阔整洁，一幢幢楼房居住舒适⋯⋯2018 年，瑞安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路一街的变化让人喜悦，彰显了这座城市

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一幅美丽迷人的城市画卷正铺展开来。

过去的一年，我市城市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推进，配套服务功能不断完善，城镇统筹发展明显加快，城市承载能力大幅增强，市民的幸

福指数逐步提升。

■记者 苏梦璐 通讯员 虞锋

城市发展质量高城市发展质量高、、城镇统筹步伐大城镇统筹步伐大、、城市品位提升快城市品位提升快

瑞安城建瑞安城建：：内外兼修焕发新内外兼修焕发新““颜值颜值””

“走，去吾悦逛逛去！”眼下，坐落在104国道与罗阳

大道交叉口的新城吾悦广场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吾悦广场城市综合体是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开

业当年正是我市“营商环境提升年”。以市住建局为首的

各主管部门在审批流程上减少审批层级、缩短审批链，建

立过程可控、流程可查、责任可追究的审批程序体系，以

一路“绿灯”的速度，不到2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各项审批

手续和项目推进，创下“瑞安速度”。

后期，为解决吾悦广场综合体分段验收存在的程序

上的障碍，我市各部门统一协调解决验收过程中可能存

在的问题，探索建立“竣工测验合一”工作机制，由市测绘

地理信息研究院实施联合测验，出具统一标准的测绘成

果，并与批准实施的施工图纸进行比对核实。根据测绘

机构的核实数据，直接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不再开展现场

验收核实。该举措使吾悦广场项目竣工验收时间缩短至

15 个工作日，打破以往工程竣工验收审批速度最快 34

天的纪录。市住建局全年共办结审批事项14801件，同

比增长 34.7%，按时办结率 100%，提前办结率 97%，实

现住建审批再提速。

去年，市住建局深度创新涉及“最多跑一次”事项，率

全省之先将基建项目从选址到竣工验收备案的所有审批

事项纳入投资项目综合窗口，形成“一窗受理、一单申请、

一次勘查、一档归并、一科办结”的审批模式。对“涉跑”

事项多方式创新，不断提高审批服务效率，如6月8日起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现网上缴费，建设系统各类人员

证书审查实现电子化，系统智能审核，当天出具结果，“电

子证书”可以随时下载打印。目前，市住建局行政审批事

项共46主项59子项，已有44主项55子项纳入“最多跑

一次”清单，占比93%。此外，共有53个审批事项可在浙

江政务服务网网上审批，是全市首个实现基层所（分局）

审批事项网上办理的部门。

深入推进“标准地+承诺制”改革。积极开展“标准

地+”和承诺备案制改革，推动“许可管理”向“信用管理”

转变，全面实现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审批7天、竣工验收

30天”。通过提前明确计划出让用地的各项指标，建立

多元集合的指标体系，做好区域评价工作，实现“标准地”

出让。在企业竞得“标准地”、通过项目总评方案联审后，

与企业签订承诺合同，可于当天发放施工许可证。截至

目前，我市“标准地”出具规划条件9宗，出让面积897.68

亩，分别占新批工业用地总数的90%和99.74%，其中采

用“承诺制”审批项目共13个，建设规模35.17万平方米。

审批流程深度优化。制定实施《瑞安市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推行施工合同备案、监理合

同备案、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建设工程安全施工

措施备案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五合一”审批模式，实现

“一次受理、并联办理”，并将原办理质量监督、安全监督

所需申报资料共 23 项简化为 14 项，避免资料重复提

交。推行“互联网图审”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统

一的图审机构库，对建设、节能、人防、气象、消防等施工

图审查，实施“多审合一”，审查时限压缩至5天以内。此

外，将商品房预售许可办理时限从法定20日缩短至3个

工作日；初步设计批复从 15 个工作日缩短为 3 个工作

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从 10 个工作日缩短为 1 个工作

日；将选址、用地规划公示合并到工程规划许可证发放阶

段，将总计30天的公示期缩短为10天；农村个人建房审

批从32个工作日减少到16个工作日。

2018 年，我市根据城市建设发展新形势新要求，

继续推进新一轮市域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已完成城市

中心区选址专题论证、市域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审查。

根据行政区划调整，编制完成桐浦、林川、曹村、平阳

坑、芳庄、北麂等 6 个新设乡镇的乡镇规划和高楼镇

规划修编。此外，为实现全市域“一张蓝图”统筹发

展，应用温州市多规协同业务平台，统筹项目策划实

施，促进空间协同利用，助推项目精准、高效落地。

我市完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的初步方

案审查，协调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新时代城市建设发

展。为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供规划依据，完成教

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编制和给水、电力专项规划修

编；完成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地下综合管廊专项

规划编制；启动市域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布局专业规划

编制和环卫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完成老工业点改造规

划方案研究、东部城镇群规划研究、温瑞大道（含温州

段）方案研究、瑞安大道优化方案研究。

同时，我市完成潘岱街道、云周街道控规编制，安

阳、东山、上望等单元控规修改35项；启动物流园区、

塘下片等控规修改及更新 15 项；完成“世外桃源”陵

园、体育馆三期等 5 个项目的规划选址论证和规划条

件论证；结合城市有机更新和“城市双修”工作，完成

侨贸小镇核心区城市设计，深化完善巾子山、城西地

块、老城区中片、环万松山、环西山、城市中心区城市

设计方案。

按照全省2018年度县（市）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

试点的要求，完成全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启动编制 56

个村庄规划和 45 个村庄设计，完成马屿镇水坑村等

10 个村村庄规划修改；同时积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部署，完成桐浦东寺前村、马屿石垟村、曹村宋岙村等

美丽宜居示范村验收工作；完成 2018 年度美丽宜居

示范村、第六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等申报工作；

盘活闲置农房245幢，超任务数（120幢）104%。

小城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城区与

乡间的“纽带”和“黏合剂”，在城乡发展中起着承上启

下的关键作用。随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推进，

我市城乡正发生着美丽蝶变。

“一户家庭就是一处风景，房前屋后的‘脏乱差’

整理后，利用生活中不起眼的废旧物进行简单改造，

把庭院装饰得别具特色，美丽庭院为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增光添彩。”芳庄乡相关负责人说，2018 年该乡

利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契机，将美丽庭院创建作为

切入点和突破口，山乡面貌焕然一新。

芳庄乡的变化是我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一

个缩影。2018 年，我市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定下目

标任务：5 个乡镇通过“省考”，4 个街道通过温州“市

考”。12 月初，喜讯传来：曹村镇、芳庄乡提前通过

2018年度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

近期冬雨阵阵，将潘岱街道前垟村前进路洗刷得

更为清丽。过去，这条道路房前屋后随处可见违章建

筑，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路面坑洼不平，雨天时多处

积水，影响行人通行。经过改造整治，“脏乱差”的面

貌早已一去不复返。借助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

风，该街道前岸村、后岸村的村庄样貌也完成大变样。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不仅需要形象上的改变，更

需要注入丰富的内涵。作为中华“进士第一村”的曹村

镇，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中花心思注入了一番

“文化味”。例如，该镇在武林路路面改造工程中嵌入了

南宋风情，改造完成之后路名改为及第路，寓意进士及

第，既与曹村进士文化相得益彰，又让游客印象深刻。

一组组镜头交织，展示了 2018 年我市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成果。去年，我市结合“八美八化”、“一

河十二路”、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持续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截至目前，全市整治项目共

333 个，已开工 305 个（开工率为 91.59%），完工 259

个（完工率为 77.78%）。计划总投资金额 33.5 亿，完

成投资29.95亿元，投资完成率达89.4%。

同时，我市分类施策，强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各项专项工作。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全面实行

“一把扫帚扫到底”，在巩固 2017 年已创成 9 个省级

卫生乡镇的基础上，择优选择北麂、曹村、芳庄、平阳

坑、湖岭等 5 个乡镇申报国家级卫生乡镇，并通过国

家级卫生乡镇暗访。在“线乱拉”整治方面，2018 年

以来我市 6 个计划达标乡镇“上改下”工程已完成

40.06公里，完成率183.91%；架空线路梳理536.32公

里，完成率100%；入户线梳理已完成6727户，完成率

100%。在“车乱开”整治方面，全面开展“四小车”整

治和十大类交通违法整治行动，严格落实“两站两员”

制度，配备交管员 295 人，创建示范路 30 条、严管路

17条，新建停车场21个，新增停车泊位4933个，查处

小城镇十项重点交通违法案件 48.16 万起。在“道乱

占”整治方面，为 128 条街（路）配备街（路）长 256 人，

出动执法人员 3.73 万余人次，整治各类乱点 1.75 万

余处，如马屿镇投入1400万元新建占地10亩的马岩

农贸市场，一举解决了占道经营、交通堵塞等问题。

在“低小散”整治方面，结合“亩均论英雄”信息化综合

评价体系、全省吊销未注销企业强制注销试点，治理

“低小散”企业 534 家，完成率达 222.5%，居温州各县

（市、区）前列。积极实施仙降时尚智造（箱包）等6个

小微园建设，总规划面积1660亩，已竣工约61.4万平

方米，获评“腾笼换鸟”工作考核先进县，连续三年获

评全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工作优秀县，成为全

省小微园现场会观摩点。在拆违方面，去年全年累计

拆违3027处、253.44万平方米。

市住建局去年强化督考，加快整治工作进度，4

月份开展了 2 次第一批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达标

乡镇“回头看”活动，5 月至 6 月对计划达标乡镇和街

道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 3 次督查，并将督

查结果报市考绩办，将结果运用与考绩考核紧密结合

起来，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从8月份开始，重点对二、

三批乡镇和 2018 年计划达标街道开展精准督查和

“线乱拉”专项通报，并跟踪督促后续整改落实，共发

放整改通知单22份，乱点均已整改到位。下半年，持

续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巩

固工作成效，为年终冲刺迎考做好准备。

去年12月6日上午，我市老城区由政府主导最大

的旧城改造项目——南门广场团块危旧房改造工程举

行开工仪式，南门团块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据

悉，项目于2017年2月酝酿启动，目前工程一期、二期

项目已整体拆除，并已办理好房屋、土地注销登记手续。

拆迁工作是对旧城房屋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有计

划的“除陈布新”，是实施旧城改造、做好城市建设规划

的基础性工作。作为拆迁行动的第一步，房屋征收工

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直接涉及到拆迁人和被拆迁人

当事双方的经济利益，如何打好拆前“第一炮”就显得

尤为重要。为此，市住建局提前介入涉及征收的重点

建设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对实施单位提交的征收补偿

方案进行政策把关、修改，积极配合、主动上门为实施

单位及征收事务代理公司做好政策解读、政策宣传等

工作。

截至目前，锦湖街道西门、瓦窑城中村（A、B、C地

块）改造工程项目涉及民房拆迁总户数694户，确认签

约 685 户，签约率 98.7%。瑞安市东新产城融合示范

带汀田区块改建工程项目涉及民房拆迁户数为 151

户，确认签约141户，签约率93.38%；企业签约60家，

签约率100%。巾子山区块改造提升工程一期项目涉

及被征收工业企业总数86家，已确认签约76家，签约

率 88.4%，巾子山区块改造提升工程二期项目涉及民

房总户数741户，已预签协议230户，预签约率31%。

南滨江景观带一期（A、B、C、D地块）改造工程（国有土

地）涉及民房总户数 751 户，已预签协议 693 户，预签

约率92.3%。南滨江景观带二期改造工程（E、F、G、H

地块）涉及民房总户数 296 户，确认签约 292 户，签约

率98.65%。上望街道东安村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涉

及民房总户数 476 户，已确认签约 270 户，签约率

56.7%。此外，安阳路贯通及两侧区块改造项目、瑞安

市邮电北路西侧及玉海中学操场改造工程项目、汀田

街道联光村棚改（文化路改造）工程、滨江三期旧城改

造项目等项目征收补偿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作为棚户区改造牵头单位，市住建局积极应对棚

改难题，全力以赴推进棚户区改造工程。2018年我市

计划棚改开工项目 6 个，共 6876 套（货币安置项目 5

个，共6013套；实物安置项目1个，共863套）。截至9

月底，该项工作任务已全面完成，共计6990套，分别为

西门 1155 套、南门 1226 套、西门瓦窑 777 套、南滨江

1791套、东安村1178套、东新产城863套。

我市做好农村住房困难群众救助工作和完成公租

房（廉租对象）货币补贴审核工作。截至目前，已完成

农村困难家庭危房改造救助 48 户，发放金额 113 万

元，完成年度任务数的160%，为温州市唯一超额完成

任务的县（市、区）。向386户在保公租房补贴家庭发

放256.76万元补贴，完成任务数的128.67%。

同时，我市全面完成危旧房治理，截至 6 月底，成

为温州首个实现危房治理“三个100%”的县（市、区），

13幢存量城镇危房、366户存量农村危房、317户城乡

新增危房治理率均达到100%。

——回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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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城镇统筹发展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大力提升城市品位

加强审批服务建设

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湖岭镇小城镇综合整治墙画

瑞祥新区瑞祥新区（（记者记者 陈立波陈立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