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财政部公布的 2015 年地下综合管
廊试点城市名单中，苏州是江苏省唯一
入围的城市。《经济日报》 记者通过实地
采访了解到，从 2003 年起，苏州就开始
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探索，积累了不少
成功经验，且在制度设定和经营管理中
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创新模式。

提高效能——

破解“拉链马路”难题

月亮湾综合管廊是苏州市第一条地
下综合管廊，全长 920 米。记者从“T”
形横线的一端步入，便来到一个由钢
筋、混凝土浇筑的管廊。其形状类似防
空洞，宽 3 米、高 3.4 米，沿着约 1 米宽
的中间通道，右侧是一排长长的钢铁支
架，如同“超市货架”，从上到下依次设
置有消防与监控线路、电力线路、通信
网络等线路，还预留供电等支架。值班
长孙风江告诉我们，这是为 2 万伏以上
的高压电路准备的。整个管廊设有智能
控制和监控设施，分 5 个区域，每个区
域有进、出风口和排涝设施等。

在 城 市 市 政 工 程 建 设 中 ， 马 路 被
“开膛破肚”是常有现象。苏州市地下管
线管理所所长王香治说，“传统地下管线
使用寿命一般为 20 多年，而地下综合管
廊要达到 100 年的设计标准。”据王香治
介绍，2014 年，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
共收到各类管线建设 （挖掘） 申请 304
件，共发放行政许可证 249 件，涉及管
线约 1.9 万米。除市政设施修复费用以
外，造成的环境污染、安全隐患、交通
堵塞、汽车油耗等“隐形成本”难以估
量。苏州要求在综合管廊建设中，给
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热力等 7
大类 18 种都纳入同一“腔体”，不仅解
决了“拉链马路”问题，而且对于管线
使用周期、寿命及维护都有好处。

从资源节约的角度来看，管线有个
“家”势在必行，但要根据具体情况处
理。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区，目前普遍推
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还不现实。“老城区
道路资源紧张、建设难度更大，因此短
期内并没有建设规划。”苏州市容市政管
理局副局长徐春明说，地下综合管廊工
程浩大，如果城市现有管线运行正常的
话，最好不要大动。他认为，从苏州的
探索来看，城市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
设，最好结合道路新建、扩建、重建等

工程规划地下管廊建设。若单纯为建设
管廊特意开挖路面，可能会变成另一种
扰民和浪费。

借力社会资本——

确定PPP经营管理模式

月亮湾工程造价约 4000 万元，每年
日常维护费约 70 万元，由政府包办，免
费提供给各类管网单位使用。但在后来
桑田湾、城北路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中，
基本确定了 PPP的经营管理模式。

2014 年，苏州市政府明确由苏州城
投公司按 PPP 模式牵头组建苏州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开发有限公司，同时还成立
了以市长为首的地下综合管廊工作领导
小组。管廊公司以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
权为保证，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用于管

廊建设；同时与入廊的管线单位签订入
廊协议，将按照空间比例或售或租，转
让给使用单位，逐渐收回成本。公司实
行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目前管廊公司
由苏州城投、水务、供电等单位共同出
资设立。

构建法制基石——

确保管线全部入“廊”

根据苏州试点方案，2017 年前，苏
州将会建设 5 条总长度达 31.2 公里地下
综合管廊，总投资达 39.3 亿元。未来 10
年，苏州将建成 177 公里、各县市也将
同 步 建 设 100 公 里 以 上 的 地 下 综 合 管
廊。为此，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必须要有
体制保证、法律保障。

2003 年苏州就设立了全国第一家独

立于市容市政之外的管线管理所。目前
已完成中心城区主次干路管线的普查，
地下管线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已建成
投用。2008 年以来编制了城市地下管线
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出台了相应的管
理制度体系。但目前却再次遭遇了法律
制度的瓶颈。

根据《苏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
法》，凡是地下综合管廊覆盖区域，所有管
线全部入“廊”。但管网单位不买账的又
奈何不了，处罚无依据。城市楼盘建设工
程中“三通”等辅助性工程，开工建设只要
办理“开挖施工许可证”即可，许多管线企
业出于成本考虑，直接在马路或花坛开
挖，也无相关的法规制约。

王香治说，目前国家尚无管网施工许
可法律依据，但苏州市人大正参照国家有
关的法律酝酿相关法规，否则建再长的管
廊也无法终结“拉链马路”的历史。

江苏苏州：

夯实城市基础 给管线安个“家”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吴爱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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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通管廊投资有限公司是陕西西咸
新区沣西新城组建的专业管廊公司，记
者日前跟随该公司管廊养护队伍，巡查
辖区的秦皇大道、白马河路、白马河桥
等 6 条主干道的地下综合管廊。只见位
于秦皇大道底下的管廊内灯火通明，集
聚着热力、电力、通讯、给水和再生水
等多种管线，使得施工维修极为方便。

沣西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技术部副部长邓朝显告诉记者：“沣西
新城在 22 条主干道双侧布设综合管沟
120 多公里，在 31 条次干道单侧布设综
合管沟 220 多公里，在 87 条支路进行
130 多公里综合管沟建设。这是国内新
城区建设中大规模发展综合管廊的首家
示范区。”

城市综合管廊的特点是一次投资、
一次建成、一管多用、长期使用，不仅

可避免今后维修时造成的扬尘、交通拥
堵等问题，也为城市今后的发展预留了
宝贵的地下空间。出于这样考虑，沣西
新城按照“全域覆盖、分层推进、务实
规划、市场运作”的设计思路，在施工
中有针对性地高标准配套服务城市发展
及信息产业发展的需要，计划建设 595
公里通信管道，359公里电缆沟道，其中
综合管廊 280 公里。针对强弱电负荷较
大的信息产业园和行政商务区，在每条
主干道、次干道都布设有强弱电综合通
行管沟，每条支路上都布设有弱电通行
沟。通过四通井建设地下立交桥；同时
为每条专业管线都预留了 1.8 米的过街
管，每个街区都预埋了 3 条 2 米的管线过
街通道，过街管道在十字交叉口形成闭
合通道，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能
交通、智能医疗、天眼系统等预留空

间。随着管线“落地入仓”，地下综合管
廊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建设和维修成本，
且后期维护便捷。

投入大、见效慢一直是困扰城市综
合管廊发展的瓶颈。沣西新城采取“政
府监管+企业经营”的模式，使建设运营
和政府监管分离，保障综合管廊建设资
金稳定，向管线使用单位出让、出租管
廊空间使用权。由管廊公司负责综合管
廊运营管理以来，积极推动综合管廊使
用权有偿转让，先后与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电信等多家管线单位签订管廊租赁
协议，已实现运营收入。

同时，沣西新城还积极推进项目收
益债券申报工作，探索建立“变资源为
资金”的融资新模式。既降低企业管线
铺设成本，又为后续建设获得资金支
持。项目收益债券与一般企业债券最大

的区别是，项目收益债券的信用支持主
要来自于对项目本身未来稳定现金流收
益的预期，不是取决于项目主体的资信
水平。“综合管沟(一期)项目”拟发行项
目收益债券规模 5 亿元，期限为 10 年，
从第 6 年起分期还本。发行人为项目建
设运营主体西咸新区鸿通管廊投资有限
公司，项目收入来源包括电力和通信线
缆租赁收入，通过专户专项归集。同
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对债券本息提供
担保及差额补偿，确保债券的本息偿
付，使得债项信用等级达到 AA。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在对西咸新
区沣西新城综合管廊项目收益债券发行
工作调研时给予肯定。作为服务发债企
业的重要举措，国家发改委今年在全国
选择了 2 家债券发行人进行实地调研，
沣西是其中之一，也是国家发改委首次
主动深入发债企业调研。调研组表示，
沣西新城在新城建设中同步推进综合管
廊，探索以市场化手段保障项目收支平
衡的模式，做到了社会性、合理性与经
济性的统一，沣西新城在“综合管沟

（一期） 项目”收益债券发行方面已取得
一定实践经验，为 《项目收益债券试点
管理办法》 制定提供了有益思路。

陕西西咸新区：

全 域 覆 盖 分 层 推 进
本报记者 雷 婷

6 月，贵州六盘水城区的钟山大道
上，一派火热景象，旋挖钻、破碎炮等
多种机械有条不紊地工作着。作为该市
首个人防工程，目前进入了项目建设的
关键时期。根据建设方案，经过该路段
的煤气、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都将
归并到地下综合管廊之中。

尽管工程建设给周边群众的生活、
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但与以往相比，
他们少了些许抱怨，多了几分理解。“在
项目建设中，我们同步建设地下综合管
廊，用一次‘阵痛’换取路面多年不再
开挖，让群众生活不再受影响。”项目建
设指挥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样的局面着实不易。以往，因各

种市政施工，道路挖了填、填了挖，多
家单位“各自为政”，马路不断被“开膛
破肚”，群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群众曾
经意见很大。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
设，则有效解决了这一困扰。

今年 4 月，六盘水市成为西南地区
唯一入选全国首批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建
设城市。六盘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
长李维忠告诉记者，“地下综合管廊的建
设既能优化地下空间布局，保障地下设
施安全，提升整个城市的品质，减少政
府重复投资，又能让市民少受路面反复
开挖带来诸多不便，方便百姓生活。”

据了解，进入地下综合管廊的线路
维修、替换，今后都无需再开挖路面，在

管廊内就可以完成。“这样既不会影响道
路通行，又能减少反复开挖导致的浪费，
还可集约建设用地，减少路面井盖设施，
降低管线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六盘水市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主任
吕波对正在建设中的地下综合管廊也充
满期待。据吕波介绍，以往由于各部门
之间缺乏协调，同一路段反复开挖，浪
费了不少建设资金。根据规划，该市输
电线路今后将尽可能地进入地下综合管
廊之中。“这样做既能节约投资成本，又
能提升供电的可靠性，一举多得。”吕波
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

根据《六盘水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
市实施方案》，该市将在 2017 年前共投资

约 29.94 亿元，建设综合管廊共 39.69 公
里，逐步构建起覆盖中心城区重点地区，
功能完善、高效可靠的综合管廊骨架网
络，实现供水、电力、通信、广电、再生水、
热力、燃气、雨水、污水等管线悉数入廊，
达到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高效
利用地下空间、便于设施维护管理、缓解
交通阻塞等目标。

同时，六盘水市还将着手建立地下
管线综合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并纳入智
慧城市建设，同步推进地下老旧管网改
造，降低管网漏损率和事故率，优化城
市市政管线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基础设
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提高基础设施对
城市发展的支撑能力。

面对地下综合管廓建设所需的巨额
资金，六盘水市在用好国家支持试点资
金的同时，还将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的投融资模式，目前正在面向全
社会公开招标择优选择社会投资人。待
社会投资人确定后，由政府与中标投资
人共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综合管廊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

贵州六盘水：

一 次 施 工 不 再 开 挖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海口市民清晰地记得，去年超强台风“威马逊”过
后，海口停电断水、积水没腰。随着海口市被列入全
国首批 10 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名单，台风暴雨天
时，海口将像是一块海绵，老百姓家门口再不会今天
挖开路面修水管、明天挖开路面检修燃气管道了。

“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极大地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质量
和管理水平，有利于一揽子解决‘马路拉链’问题，大
大提高管线寿命，提升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效改
善城市面貌。”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不止一次表示要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海南省委、省政府也十分关
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尤其是通过建设减少台风、暴
雨等自然灾害的损失。记者从海口市规划局了解到，
海口在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方面早已开始行动，2011 年
4 月，海口启动了地下管线普查，对城区范围内埋设于
地下的管线和架空的高压线缆进行普查探测；2012 年
5 月，海口完成了综合管线普查，建立数据库，实现综
合管线信息化、网络化管理。

普查的结果并不理想。海口城市地下管线主要
埋设在道路两侧和非机动车道或慢车道下方，老城区
管网基本以直埋方式为主，且敷设年代较早，大量管
线不按规划建设，地下管线产权分散，造成城市道路
反复开挖，改造工程极其复杂。为此，海口启动编制

《海口市地下管线总体规划研究》，提出对管网的集约
化改造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结合城市棚户区改
造、地下空间综合开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改造等，同
步实施管线集约化改造；另一方面，对无法通过基础
设施建设改造实施的区域，结合城市节能并网对管线
进行集约化改造。

据了解，海口全市管廊规划总长 140公里，预期总
投资 36.1 亿元。在设计标准上，海口综合管廊的设计
使用年限为 100 年。到 2016 年底，有不少于 10.98 公
里的管廊进入运营期。海口地下综合管廊建成后，检
修车辆可以通过，最大断面面积将达 35 平方米，电力、
通信、给水、中水、直饮水等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各式线
路管道以及供电、监控、排水、消防、通风等设施都将
从天空中和地表层消失。

高起点规划、新老区统筹、市场化运作、示范性推
广，是海口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总体思路。按照“能
进皆进、干支结合、区域成网”的原则，综合管廊建设
在新区与开发同步，在老城区结合旧城改造和地下空
间开发，最终与新城区形成完整的综合管廊体系。为
从制度上确保管廊顺利推进，海口市政府已出台综合
管廊建设管理指导意见等规定。目前，海口已与中国
电信等 7 家主要管线单位签订了入廊协议，确保示范
项目建成时同步投入使用。

海南海口：

天 空 更 蓝
地 下 更 顺

本报记者 何 伟

“在里面健步走都可以，
真没想到建得这么宽敞啊。”
辽宁沈阳市浑南区居民辛荣
日前看到地下管廊后，不禁
连声赞叹。为了让市民直观
地了解城市建设的“里子工
程”，浑南区特意在 20 多公
里长的管廊中段辟出市民地
下参观室。参观室与管廊中
间隔着 10 米长的玻璃，市民
可以隔着玻璃观看管廊内部
结构和现场管理。

在地下约 6 米深的控制
中心，记者看到，电缆和通信
光纤都由托臂支撑，墙上的
电子大屏幕通过 400 个摄像
头和 300 多个探测器，使管
廊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哪里
出现问题可以直奔哪里。沈
阳国家科技城管委会建设处
负责人常立志对记者介绍，
正是地下管廊的集中收纳才
实现了地面的清爽，拆除地
上线杆，没有了高压线路障
碍，节省出约 2400 亩土地。
举目浑南新城，无高压网、无
电线杆、无架空线，管廊地面
部分是层次分明的绿化带。

城市的“里子”敢不敢揭
开盖子？“我家路面常打开，乐
不乐意随你；不管新旧随便
挖，请不用客气⋯⋯”这首网
络歌曲吐槽的就是城市地下
管网的混乱现状，其造成的环
境污染、安全隐患、交通堵塞
等隐形成本更难以计数。

今年 4 月，经财政部和
住建部组织的竞争性评审，
沈阳市成为全国首批 10 个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城市之
一。沈阳于 2008年即对建成区的管网进行全面普查，
建立了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并随建设动态不断更
新数据，使地下管线建设做到“底数清”。紧跟着编制
完成《沈阳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和《沈阳市
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形成较为系统的发展理念。一是
确定老城区集约节约、新城区一步到位的基本思路；二
是确定综合管廊、支线管廊、普通管线三级规划建设体
系；三是确定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逐步归集的工作步
骤；四是确定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设的方式。

城市地下管线有 7 大类 18 种，何不全部纳入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记者在沈阳市建委采访了解到，难度
在于互不兼容，要建就得建成双管仓或者多层管廊，其
造价非一般城市能承受得起的；特别是在老城区，综合
成本高昂是地下管廊不能大面积推开的主因。沈阳市
政府拟在 3 年内建设总长约为 43 公里的地下管廊网
络，总投资约 50.6 亿元。沈阳市还尝试以引进社会资
本进入的 PPP 模式建设地下管廊，以及成立管理运营
公司，对有线电视、通信电缆入廊采取有偿使用等等。
这也是国家大力提倡的共建共赢之路。

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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