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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人居环境奖”评价指标体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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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基本指标体系 

以下说明详细介绍了指标的基本含义和计算方法等，各申报单位

在填报时，需详细注明各指标的计算过程和参考数据。 

 

A、居住环境 

A1 住房与社区 

1. 住房保障率 

指标解释：指累计实施住房保障户数占累计已申请登记户数的百分比。住房保障

包括货币保障和住房实物保障。住房实物保障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

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 

指标计算方法：住房保障率=已保障户数（户）／已申请登记应保障户数（户）

×100%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住房保障）部门 

 

2. 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完成率 

指标解释：指市区实际新开工保障性住房的套数占计划新开工保障性住房套数的

百分比。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公共租赁住房。 

指标计算方法：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完成率=当年实际新开工保障性住房套数

（套）/当年计划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套数（套）×100%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住房保障）部门 

 

3. 社区配套设施建设（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社区教育、医疗、体育、文化、便民服务、公厕等各类设施配套齐

全。 

数据来源：民政部门、城市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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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基本消除棚户区，居民得到妥善安置，实施物业管理。制

定城中村改造规划并有效实施。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A2 市政基础设施 

1. 城市公共供水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公共用水人口占建成区人口的百分比。公共用水人口指

使用城市供水管网供水的用户。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公共供水覆盖率=建成区公共用水人口（万人）/建成区人口

（万人）×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2. 城市供水水质（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由卫生防疫部门依据《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479-2006）检

测供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 

数据来源：城市卫生防疫部门 

 

3. 城市燃气普及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使用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等用气人口占建成区人口的

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燃气普及率=建成区用气人口（万人）/建成区人口（万人）

×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4.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指标解释：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高于全国平均值 10％，污水收集管网配



 - 27 - 

套完善，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污泥得到有效处置。城市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指城市市区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且达到

排放标准的生活污水量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量（万

吨）/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万吨）×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5.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指标解释：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高于全国平均值 20％，垃圾处理设施达到

无害化等级评定Ⅱ级以上，运行安全。试行垃圾分类，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指

无害化处理的城市市区生活垃圾数量占市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万吨）/

生活垃圾产生总量（万吨）×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6. 城市排水（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排水设施按规划建设；城市建成区推行雨污分流排水体制，雨

水系统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规定标准高限设计、建设。设

定专门的排水系统运行管理机构，有专项财政资金维护城市排水系统。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7. 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指标解释：指互联网用户占市区人口的比重。其中互联网用户包括无线互联网。 

指标计算方法：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市区安装使用互联网的户数（户）/市区人口

（百人） 

数据来源：电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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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交通出行 

 

1. 平均通勤时间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居民单程通勤所花费的时间。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交管部门统计 

数据来源： 城市交管部门 

 

2.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指标解释：指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总人次占城市出行总人次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公共交通出行总人次（万人）/城市出行总

人次（万人）×100% 

数据来源：城市交管部门、城市建设部门 

 

3. 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指标解释：指编制完成城市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并获相应主管部门批准，

严格实施，取得良好效果。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40% 

注：需提供规划审批文件 

指标计算方法：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总人次（万人）/

城市出行总人次（万人）×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A4 公共服务 

1. 小学布局合理（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小学布局合理，分布均匀，服务半径不超过 500 米。 

注：需提供当年遥感影像图示说明 

数据来源：教育部门、城市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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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园安全（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幼儿园、中小学校舍、校园符合安全要求，校园周边治安环

境良好，设置完善的警示、限速、禁止鸣笛等交通标志；校园周边无台球、电子

游戏机营业点、网吧，无集贸市场、摊点等。 

数据来源：教育部门、城市建设部门 

 

3. 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人所拥有的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公共体育设施用地指城

市规划中确定的体育用地，并已建成投入使用。 

指标计算方法：人均拥有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公共体育设施用地（平方米）/

市区人口（人） 

数据来源：体育部门、城市建设部门 

 

4. 万人拥有卫生服务中心（站）数量 

指标解释：指市区中每万人拥有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 

指标计算方法：万人拥有卫生服务中心（站）数量=市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数

量（个）/市区人口（万人） 

数据来源：卫生部门 

 

5.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其中医院床位数指各级各类医院的

固定实有床位。 

指标计算方法：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市区各类医院床位总数（张）/市区人口（万

人） 

数据来源：卫生部门 

 

6.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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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市区每万人拥有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其中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指图书馆已编目的古籍、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合订本、小册子、手稿以及缩微制

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视听文献资料数量总和。 

指标计算方法：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图书数量=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册）/市区

人口（万人） 

数据来源：文化部门 

 

7. 人均拥有公益性文化设施用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人拥有的公益性文化设施面积。公益性文化设施指按照要求

城市必须设置的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文化馆等设施。文化设施必须已建成

投入使用，并按照相关要求对公众开放。 

指标计算方法：人均拥有公益性文化设施用地面积=公益性文化设施用地面积（平

方米）/ 市区人口（人）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B、生态环境  

B1 城市生态 

1. 生态环境保护（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山、江、河、湖、海等自然生态环境要素连通度及水体沿

岸绿化效果较好（水岸绿化率 80%），注重自然生态保护，按照生态学原则进行

驳岸和水底处理，生态效益和景观效果明显。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等部门 

 

2. 城市生物多样性（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对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和遗传的多样性的保护。应制定《城市生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和实施措施；应完成不小于城市市域范围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

并以完成当年为基准年；评价当年超过基准年五年的，应调查统计当年城市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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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代表性鸟类、鱼类和植物物种数量，该数量不应低于基准年相应的物种数量；

评价当年未超过基准年五年的，仅评价是否制定《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

实施措施、是否完成不小于城市市域范围的生物物种资源普查。市区物种数量≥

150（西北、东北地区 80种）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等部门 

 

B2 城市绿化 

1. 城市绿化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百分比。绿化覆盖面积

是指城市中乔木、灌木、草坪等所有植被的垂直投影面积，乔木树冠下重叠的灌

木和草本植物不能重复计算。 

指标计算方法：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万平方米）/建成区总

面积（万平方米）×100%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2. 城市绿地率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建成区总面积的比率。城市绿化用

地包括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附属绿地。 

指标计算方法：建成区绿地率=建成区绿地面积（万平方米）/建成区总面积（万

平方米）×100% 

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3.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各类公园绿地的总面积与建成区总人口的比例。公园绿

地包括城市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带状公园、街旁绿地。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建成区

总人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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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4.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按照 500 米的服务半径计算

覆盖居住用地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居住用地总

面积×100% 

注：需附城市遥感图说明 

数据来源: 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5. 林荫路推广率 

指标解释: 城市达到林荫路标准的人行道、自行车道长度占人行道、自行车道总

长度的百分比。林荫路指绿化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的人行道、自行车道。 

指标计算方法: 

林荫路推广率=达到林荫路标准的人行道、自行车道长度/人行道、自行车道总长

度×100% 

注：需附城市遥感图说明 

数据来源: 城市园林绿化部门 

 

B3 环境质量 

1. 城市空气质量    

指标解释：指空气污染指数（API）≤100的天数占全年天数的比例。空气污染指

数（API）为城市建成区内认证监测点位每日环境空气污染指数。 

指标计算方法：                     

空气污染指数（API）≤100 的天数所占全年天数的比例=API≤100 的天数/全年

天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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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城市环境保护部门 

 

2. 城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指标解释：指城市地表水按照不同功能类别分别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规定的相应类别的标准，达标率为 100%。 

指标计算方法：参照环保部门相关的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城市环境保护部门 

 

3. 城市区域噪声平均值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环境噪声网格监测的等效声级算术平均值。 

指标计算方法： 

区域噪声平均值＝认证点位监测值之和/认证点位总数×100%  

数据来源：城市环境保护部门 

 

C、社会和谐 

C1 社会保障 

1. 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率 

指标解释：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项保险覆盖总人数占应

参保职工人数的比率。 

指标计算方法：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率＝参加全部三项保险的职工人数（万人）/

应参保职工人数（万人）×100% 

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2.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以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为目的，科学、合理地确定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对其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给予差额补助。实现应

保尽保,正常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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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标说明应注明当年本省同类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值。 

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C2 老龄事业 

1. 优待老年人政策（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按照相关规定制定医疗、交通、社会福利等优待老年人政策，

并得到有效实施。 

数据来源：民政部门 

 

2. 百名老人拥有社会福利床位数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百名 6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拥有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床位数。

其中市区社会福利机构包括市区内农村敬老院。 

指标计算方法：百名老人拥有社会福利床位数=市区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数量

（张）／市区 60 岁以上人口数（百人） 

数据来源：民政部门 

 

C3 残疾人事业 

1. 残疾人服务和保障体系（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的残疾人教育、就业、医疗、保险、救

助、康复等服务体系和保障制度，并得到有效实施。 

数据来源：民政部门 

 

2. 无障碍设施建设（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主要道路、公园、公共建筑等公共场所设有无障

碍设施，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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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外来务工人员保障 

1. 外来务工人员保障政策（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按照相关规定为外来务工人员建立完善的住房、教育、就业、

医疗、保险、救助等保障政策和服务体系，并得到有效实施。 

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C5 公众参与 

1. 公众参与规划建设与管理（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立完善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公众参与制度，并得到有效实

施。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C6 历史文化与城市特色 

1. 历史文化遗产保存完好（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有效落实文物工作“五纳入”规

定；有专门的人员配备和经费投入；文化遗产定期维护，保存完好率≥95%。历

史街区得到妥善保护。  

数据来源：文物保护部门 

 

2. 城市风貌特色（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经过审批，实施效果良好。城市自然人文景

观具有鲜明特色，城市的标志、节点、示意性要素清晰可辨，给人印象深刻。城

市新建建筑要有地方特色。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D、公共安全 

D1 城市管理与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1. 城市管理（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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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指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建成并运行 1 年以上，结案率≥90%，城市管

理高效有序。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2.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档案健全，运行管理制度

完善，监管到位，城市安全运行得到保障。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D2 社会安全 

1. 道路事故死亡率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与机动车保有量之比。 

指标计算方法：道路事故死亡率=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人）/机动车保有量（万台

车） 

数据来源：城市公安部门 

 

2. 刑事案件发案率 

指标解释：指市区每年度依法侦查或确认的符合刑事案件构成标准的案件数占年

平均人口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参照公安部门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城市公安部门 

D3 预防灾害 

1. 城市人均避难场所面积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与建成区人口之比。应急避难场所指具有

一定规模的平坦用地，配套建设了应急救援设施（设备），或地震后相关设施可

以进行相应功能转变，储备应急物资，设置标识，能够接收受灾市民疏散避难，

并确保避难市民安全，避免震后次生地质灾害和火灾等危害，以及方便政府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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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工作的场所。 

指标计算方法：建成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建成区应急避难场所面积（平方米）/

建成区人口（人）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地震等部门 

 

2. 城市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完好率 

指标解释：指市区消防站、消防道路、消防水源、消防通信、消防车辆等设施装

备结构和功能齐备，达到相应的城市设施建设标准。 

指标计算方法：参照公安消防部门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城市公安消防部门 

 

3. 城市防洪排涝（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防洪设施达到相应设防标准。城市重点地区、交通枢纽地区、

地下公共空间等配备完善的汛期排水设施并得到有效维护。 

数据来源：城市水利、水务部门 

D4 城市应急 

1. 城市应急系统建设（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建立完善的城市应急指挥系统，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等地方应急预案，

并经过实际演练。 

数据来源：城市各相关部门  

 

E、经济发展 

E1 收入与消费 

1.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标解释：指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

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 

指标计算方法：参照城市统计年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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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2. 恩格尔系数 

指标解释：指城市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恩格尔系数=居民食品支出总额（元）/居民消费支出总额（元）

×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E2 就业水平 

1. 城镇登记失业率 

指标解释：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占城镇从业人数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总和的百分

比。 

指标计算方法：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从业人数+城镇登记

失业人数）  

数据来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 

 

E3 资金投入 

1.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比重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比重=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完

成额（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万元）×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E4 经济结构 

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指标解释：指商业、金融、保险、旅游、信息、法律和会计审计咨询、居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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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指标计算方法：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万元）×100%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 

 

F、资源节约 

F1 节约能源 

1. 单位 GDP能耗 

指标解释：指市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 

指标计算方法：单位 GDP 能耗=市区能耗消耗总量（吨标准煤）/市区国内生产

总值（万元）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 

 

2. 节能建筑比例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内符合节能设计标准的建筑面积占建成区总建筑面积的百分

比。 

计算方法：节能建筑比例=建成区符合节能建筑标准的建筑面积（平方米）/建成

区建筑总面积（平方米）×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3. 北方采暖地区住宅供热计量收费比例 

指标解释：指建成区实施供热计量收费的住宅建筑面积占集中供热住宅总建筑面

积的百分比。 

指标计算方法：北方采暖地区住宅供热计量收费比例=实施供热计量收费的住宅

建筑面积（平方米）/集中供热住宅总建筑面积（平方米）×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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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指标解释：指可再生能源在城市能源结构中所占比例。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

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 

指标计算方法：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可再生能源使用量（吨标准煤）/城市能源

消费总量（吨标准煤）×100% 

数据来源：发展改革部门 

 

F2 节约水资源 

1. 单位地方生产总值（GDP）取水量 

指标解释：指市区年取水量与市区地方生产总值（GDP）的比值。 

指标计算方法：单位地方生产总值（GDP）取水量=市区年取水量（立方米）/

年市区地方生产总值（万元）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发展改革部门 

 

2.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量与污水排放量的比率。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城市污水再生利用量/城市污水排放量×

100%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发展改革部门 

 

3.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年）内，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

用水量的比值。 

指标计算方法：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工业重复用水量（立方米）/工业用水总量

（立方米）×100% 

数据来源：城市环境保护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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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节水规划（定性指标） 

指标解释：指城市节水中长期规划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得到有效实施，其中

包括非常规水资源利用内容。 

注：需提供规划审批文件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部门 

 

F3 节约土地 

1. 城市人口密度 

指标解释：指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拥有的人口数量。 

指标计算方法：城市人口密度=建成区人口数（人）/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 

数据来源：城市建设、国土部门 

 

 

 

 

名词解释： 

1. 市区：指市辖行政区。 

2. 市区人口：指市辖区户籍人口与暂住人口的总和。 

3. 建成区：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基本具备的区域。 

4. 建成区人口：指建成区内居住的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总和。 

 

 

 

 

 

 



 - 42 - 

 

第二部分：城市实践案例编写导则 

 

  一、基本要求 

申报城市需通过案例介绍来反映城市在改善人居环境某一领域所取得的突

出成就及主要经验和做法。每个案例介绍控制在 3000 字以内（可以附图、表说

明）。案例的编写原则上按以下格式和内容编写。 

二、格式和内容 

(一) 案例背景 

  １．案例概况 

  ２．案例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二) 案例的实施 

  １．案例的实施部门、参与实施的国内外机构、科研单位 

  ２．案例实施的主要过程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３．资金来源与资金保障 

  ４．案例实施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三) 案例的效果 

  １．通过定性与定量的例证说明案例实施前后的变化 

  ２．案例实施后对城市人居环境产生的影响 

  ３．主要受益群体和社会反响 

(四) 经验与创新点 

  １．案例取得的主要经验 

  ２．案例的创新点 

  ３．案例是否得到借鉴和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