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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李润军

朔政办发电〔2022〕19 号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直各有

关单位：

《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实施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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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实施方案

为切实开展我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信息系统建设和地下

管线综合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山西省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的通知》（晋政发〔2021〕49 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

实施意见》（晋建城字〔2021〕90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根据“政府主导、综合协

调、科学规划、统筹建设、权责明晰、动态监管、信息共享、

安全运行”的原则，加强城市地下管线体系化建设管理，加快

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补齐规划建设和安全管理短板，推动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城市安全水平和综合承载能

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重点任务

（一）全面普查建档。2023 年底前，全市完成城市地下管

线普查，全面查清城市范围内地下管线运行现状，获取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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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种类、构成、规模等信息统一造册登记，补充完善原有的

数据库。各类地下管线普查要同步开始、同步进行、同步整改，

避免出现重复普查的现象。

（二）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切实扭转“重建设轻管

理”观念，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新技术应用，创新地下管线

安全管理模式。2023 年底前，市区（含朔城区、开发区，下同）

建成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

实现地下管线信息共建共享，满足管线规划建设、运行服务、

应急防灾等工作需求。其余县（市、区）比照市区于 2025 年底

前建成信息平台，实现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全覆盖。

（三）建立地下管线运行维护长效机制。完善地下管线综

合规划，建立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协调机制，推动相关沟通

部门共享建设计划、工程实施、运行维护等信息，按照“先地

下后地上、先深后浅”的原则，合理安排地下管线和城市道路

的建设时序，做好已有设施保护，争取地下管线工程与地面道

路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杜绝“马

路拉链”现象。

（四）加强巡查维护和应急处置。落实地下管线权属单位

日常维护责任，建立应急抢险机制和定期巡查机制，按照“谁

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压实地下管线权属单位主体责任，全

面排查、消除地下管线存在的安全隐患。权属单位要逐步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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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使用年限、材质落后的城市老旧地下管线进行更新改造，对

普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制定限期整改计划，2023 年底前完成

整改。对已废弃或“无主”的管线要及时进行清查、登记和处

置，消灭危险源。

三、普查范围和内容

（一）普查范围。市区及各县（市、区）城市建成区。

（二）普查对象。上述范围内市政道路及河道两侧埋设的

各类管线（含架空管线）及地下建（构）筑物（不含机关、单

位、工厂、院校和封闭的生活小区内部的各类管线）。管线分

四大类：市政类为给水（源水、供水）、排水（含雨水、污水、

雨污合流）、燃气（高压天然气、民用气）、热力等；通讯类

为光缆、电缆，包括电信、移动、联通、有线电视、交警信号、

公安监控等；电力类为各类高压和低压配电线路（包括架空管

线和输电线）、城市照明等；其他类主要是各类工业管线、各

类综合管廊及人防设施等。

（三）普查内容。

1.地下管线普查。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各现状地下管

线的数量、功能属性、材质、管径、平面位置、埋设方式、埋

深、高程、走向、连接方式、权属单位、建设时间、运行时间、

管线特征、沿线地形及相关场站等信息统一造册登记，补充完

善原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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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地下管线普查的各

类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进行存储、管理、分析、查询、输出，

建立城市地下管线公共数据交换服务平台。实现我市地下管线

数据的动态管理，提高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为城市可持续发展

提供信息支持和决策支撑。

3.制定《朔州市地下管理综合专项规划》。根据管线综合

规范和各行业管线规范，推广地下空间分层使用，对各行业管

线规划进行平面和竖向的综合统筹和协调，确定管线在道路上

的合理位置排列和横断面布置，重点应研究确定大型管线、跨

区域主干管线及特种管线的布置。

4.事故隐患排查。查清重大事故隐患，查清地下管线存在

的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包括隐患地点、类别、部位、描述、

责任单位、责任人、是否设立安全标识和采取整改措施等。

四、组织领导

管线普查工作技术要求高、面广量大、情况复杂，为加强

对此项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成立朔州市

地下管线普查综合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分

管副市长任组长，市城市管理局局长任副组长，负责此项工作

的组织协调、综合治理和监督检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市城市管理局，承担地下管线普查的组织协调、计划

安排、进度管理、成果验收和监督检查等工作，办公室主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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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兼任。

五、工作要求

（一）组织保障，压实主体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

府，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以及市直有关单位是城市地下管线

普查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并扎实开展管线

普查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制定印发普查实施方案，并报市城市管理局备

案。

（二）资金保障，落实普查任务。各县（市、区），朔州

经济开发区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根据普查工作需要合理安排

资金，统筹使用，切实保障普查工作正常开展。市区普查经费

由市财政承担并落实，各县（市、区）普查经费由本级财政承

担并落实。

（三）综合施策，加强隐患处置管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遵守保密管理规定，强化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意识，加强过程

数据和最终成果管理，确保不发生泄密事件。针对本市城市地

下管线普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立行立改，销项管理，

对不能立即改造的，要落实应急管控措施，确保运行安全。

（四）实事求是，确保信息真实有效。管线权属单位负责

对所属管线信息定期更新，各单位应明确专人负责信息联络（市

级联络人：张丽萍，8800818，szscsgljszglk@163.com），严

mailto:szscsgljszgl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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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对普查工作数据录入、复核、报送等环节的审批制度，

确保上报信息、材料真实有效，统计报表、工作总结等材料一

律加盖公章。

附件：1.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联系人反馈表

2.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任务清单

3.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结果考核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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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联系人反馈表

附件 2

单位名称（盖章） 职务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说明：

1.联系人可视具体情况自行增加；

2.请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前，加盖公章反馈至邮箱：szscsgljszglk@163.com

mailto:szscsgljszgl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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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内容 工作子项 责任主体 完成时限

1
建立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
理工作专家委员会

由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相关
成员单位各推荐 2至 3 名行业专家，形成专
家委员会

城市地下管线综合
治理工作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
2022 年 12 月底前

2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
立城市地下管线领导协调
机构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成立城市地下管线领导协调机构，明
确城市地下管线治理工作牵头部门，压实主
体责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朔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2022 年 12 月底前

3
制定印发城市地下管线普
查实施方案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朔州经济开发区
制定城市地下管线或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含
地下管线）的普查实施方案，要明确普查范
围、工作要求、牵头部门及各部门职责和实
施计划等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朔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2022 年 12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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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城市地下管线普查
各县（市、区）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全
面清查城市范围内地下管线运行现状，获取
准确的管线种类、构成、规模等基础数据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朔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2022 年 12 月—2023
年底

5
消除城市地下管线安全隐
患，补齐短板

各县（市、区）对普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进
行整改，明确整改责任单位，对权属单位不
明的废弃地下管线，由地下管线专业主管部
门组织拆除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朔州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

2022 年 12 月—2023
年底

6
建立和完善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

朔州市建立和完善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
息平台，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的共建共享，满
足管线规划建设、运行服务、应急防灾等工
作需求

朔州市城市管理局 2023 年底前

各县（市、区）建立和完善城市地下管线综
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的共建
共享，满足管线规划建设、运行服务、应急
防灾等工作需求

各县（市、区）人民
政府

2025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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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结果考核清单

序号 任务内容 工作子项 责任主体 成果考核形式 考核主体 考核时间

1
建立市级工作
联席会议

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召
开联席工作会议，建立城
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
门工作职责，协调推进工
作

朔州市人民政
府

形成朔州市城市地下管线
综合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

——
2022 年 12 月
底

2

建立城市地下
管线综合治理
工作专家委员
会

由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理
工作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
位各推荐 2至 3 名行业专
家，形成专家委员会

城市地下管线
综合治理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

形成城市地下管线综合治
理工作专家委员会

——
2022 年 12 月
底前

3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朔
州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成立城
市地下管线领
导协调机构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成立城市地下管
线领导协调机构，明确城
市地下管线治理工作牵头
部门，压实主体责任，扎
实推进各项工作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朔州
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将各县（市、区），朔州
经济开发区领导协调机构
组成部门以及联络人报送
市城市管理局备案

市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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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发城市地下
管线普查实施
方案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制定城市地下管
线或地下市政基础设施
（含地下管线）的普查实
施方案，要明确普查范围、
工作要求、牵头部门及各
部门职责和实施计划等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朔州
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印
发的城市地下管线或地下
市政基础设施（含地下管
线）普查实施方案报送市
城市管理局备案

市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底前

5
组织城市地下
管线普查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完成城市地下管
线普查，全面清查城市范
围内地下管线运行现状，
获取准确的管线种类、构
成、规模等基础数据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朔州
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将普查形成月
报，每月月底前报市城市
管理局备案，每季度将通
报普查结果。年度形成总
结报告并报市城市管理局
备案

市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底

6
消除城市地下
管线安全隐
患，补齐短板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对普查中发现的
安全隐患进行整改，明确
整改责任单位，对权属单
位不明的废弃地下管线，
由地下管线专业主管部门
组织拆除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朔州
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

各县（市、区），朔州经
济开发区将城市地下管线
普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隐
患、责任单位、整改措施、
完成情况等内容制作为整
改清单，每月月底前报送
市城市管理局，每季度将
通报隐患整改结果。年度
形成总结报告并报市城市
管理局备案。

市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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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和完善综
合管理信息平
台

朔州市建立和完善城市地
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平
台，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的
共建共享，满足管线规划
建设、运行服务、应急防
灾等工作需求

朔州市城市管
理局

省级城市地下管线联席部
门抽调工作组对朔州市城
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
平台进行验收，形成评估
报告，并报省住建厅备案

省城市地下管
线综合治理工
作联席会议成

员厅局

2023年6月—
2023 年底

各县（市、区）建立和完
善城市地下管线综合管理
信息平台，实现地下管线
信息的共建共享，满足管
线规划建设、运行服务、
应急防灾等工作需求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市地下管线领导协调机构
抽调工作组对各县（市、
区）综合管理信息平台进
行验收，形成各县（市、
区）评估报告，并报市城
市管理局备案

市地下管线领
导协调机构成

员单位

2025年6月—
2025 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