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十四五”期间项

目建设方案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十四五”期间项目建设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 4月 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

“十四五”期间项目建设方案

为促进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城市更新，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辽宁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根据《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建城市更新先导区合作框架协议》规定，结

合辽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十四五”期间，城市更新项目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提高城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解决城市病为着力点，大力推动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加强

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到 2025年，城市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市内在活力充分激发，新技术在城市

建设中广泛应用，城市发展方式实现由粗放外延扩展向内涵提质增效转变，城市

绿色低碳发展效果明显，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逐步解决中心城区

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全力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活

力城市，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

二、重点任务

（一）聚焦建设绿色城市，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1.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绿色智能社区建设。着力推动老旧小区市场化改

造，支持使用绿色技术和产品，实施房屋维修和市政基础设施改造，推进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推进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化，健全便民商业服务设施，

支持以线上线下融合方式发展养老、医疗等服务设施建设，培育社区服务、社区

消费新业态，推广抚顺利用闲置空地建设便民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推进智慧小区

和智能安防小区建设。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因地制宜配建社区足球场地设施，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重点实施全省老旧小区智慧医疗平

台及配套、全省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民政

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

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体育局、省邮政管理局、省通信局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

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2.推进城市生态修复。推动防洪工程补短板、水污染治理攻坚战、生态修复、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升级建设。推进采矿废弃地修复和再利用。积极创建辽河国家

公园。推动老工业区搬迁后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治理工程。重点实施抚顺西露天

矿南帮滑坡体削坡减重工程、阜新海州露天矿南帮中部地质环境治理、辽宁省小

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辽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等项目。（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牵头，省林草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发展改革委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

限：2021年至 2025年）

3.推进城市功能完善。推动城市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用、医疗教育、

产业培育等设施建设改造，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加强城市污水管网建设

和改造，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加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

收集、运输、处理设备设施建设，推进填埋场渗滤液及残渣处置设施建设。重点

实施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基础及公共设施建设、大连金普新区海绵

城市建设工程（一期）、大连北站综合交通枢纽、沈抚示范区区域城建工程等项

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教

育厅、省卫生健康委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4.推动公园城市建设。有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全面构建城市生态空间新格

局。围绕森林城市、园林城市等创建活动，推进植树造林、城市公园绿地、区域



绿道网、城市绿廊、生态隔离带等建设；支持留白留璞增绿，建设改造社区公园、

街头游园、小微绿地，拓展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湿地公园。

重点实施沈阳蒲河城市绿道景观建设工程、沈阳运河水系环境综合提升改造工

程、沈阳口袋公园、大连小窑湾“两河一湖”景观提升工程等项目。（责任单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林草局、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配

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

年）

5.建立“装配式+超低能耗+健康建筑”绿色建筑体系。推动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钢结构省级和国家级示范基地建设，推动应用式建筑新技术体系，全过程工

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模式，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等示范项目。推进绿

色建筑和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建设。推进保温结构一体化和保温装饰一体化技

术示范应用项目建设。重点实施沈阳铁西科创园、大连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

基地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自然

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

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二）聚焦建设低碳城市，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6.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推动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补短板，加

快建设污泥无害化资源化处置设施，因地制宜布局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重点加快生活垃圾焚烧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探索建立垃圾协

同处置利用基地，推进“两网融合”。支持阜新市创建国家清洁能源供暖试点城

市。重点实施大连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工程、丹东市污水处理厂二

期续建工程、朝阳市污泥处置工程。（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

展改革委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

年至 2025年）

7.发展城市低碳出行体系。优化发展高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公共交通能力、

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推动城市道路网结构优化，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加强公

交线路网络建设，改善公共交通便捷性和通达性。因地制宜建设城市步行和自行

车等慢行交通系统。重点实施沈阳地铁 3号线一期工程、大连地铁 5号线工程、

沈抚示范区轻轨 5号线西延工程。（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交通



运输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

年至 2025年）

（三）聚焦建设智慧城市，构建数字化应用场景。

8.推进城市信息平台建设。推进省级和市级城市信息模型（CIM）基础平台

建设，依托 CIM 平台在城市安全、智能建造、智慧市政、智慧工地等领域深化

应用场景。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 CIM平台的交互建设。重点实施

省级 CIM基础平台建设、沈阳市 CIM基础平台建设、大连市住建信息化工程（一

期）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发展改革

委、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应急厅、省卫

生健康委、省民政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

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9.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供水、排水、供电、燃气、热力、

道路、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升级和智能化改造，推广沈阳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建设

项目。推进智慧灯杆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多场景应用试点、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

等，推进省、市、县生活垃圾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重点实施沈阳市智能网联汽

车试点、大连市数字金普—5G智慧灯杆、鞍山市智慧排水防汛调度及资源监管

平台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公安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

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10.推进城市管理和防灾应急项目建设。推动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城市防灾避险、应急救援等空间、场所建设，推进应急救援信息平台和物资

储备库建设，推进平战两用公共设施改造建设，推动应急广播体系建设。重点实

施辽宁省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沈阳市（辽宁）综合性应急救援实训基地等项

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应急厅牵头，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康委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

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四）聚焦塑造人文城市，推进历史文化传承。

11.推进历史文化保护。推进博物馆、纪念馆、重要遗址遗迹等历史文化遗

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街区等保护利用，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休闲城



市、街区和小镇。推动沈阳、辽阳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支持大连、朝阳

等城市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重点实施沈阳盛京皇城历史文化街区综合保护利

用、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实

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12.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中东铁路工业文化魅力景观廊道建设，推

动鞍山钢铁公司、抚顺煤矿、本溪湖工业遗产群等工业遗存保护利用。推动依托

城市老旧厂区，建设文化、旅游、教育、休闲、娱乐、商业等多业态产业示范园

区、基地。重点实施沈阳奉天工场平台式融合工业园、鞍山钢都 1953文创小镇、

沈阳铁西 Z广场国际文化产业园等项目。（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

省自然资源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

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五）聚焦打造活力城市，激发城市内生动能。

13.推动城市商业中心向活力中心转型。支持金融、科技、电子商务、文化

体育、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推进商业步行街改造、发展楼宇经济、提升

体验式商业业态、多功能复合中央商务区和商业街区等建设。支持大连市打造大

连湾国际活力湾区。重点实施沈阳地铁兴华地下商业街、沈阳太原街改造、大连

京都风情街、大连青泥洼—天津街改造等项目。（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牵头，省

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

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14.盘活闲置存量资产。推进闲置土地资源转变为现实生产要素，充分利用

开发区（园区）闲置厂房转型升级引入新产业，加快盘活房地产停缓建项目和建

成后闲置项目等。重点实施沈阳中街沃尔玛闲置商业楼盘活再利用、大连 OG国

际青年社区改造、沈抚示范区绿地青年城等项目。（责任单位：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

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15.发展租赁住房。推进沈阳市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建设。推进保障性租

赁住房建设，鼓励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建设筹集面向各类人才供应的政策性住房，

吸引各类人才来辽投资创业，吸引高校毕业生来辽留辽就业创业，因地制宜发展



共有产权住房。“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5万套。重点实施东

软集团员工公寓、辽宁大学蒲河校区人才周转房（教师公寓）等项目。（责任单

位：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配合；实施

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16.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实施强县工程，推进县城公共服务设施

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和产业培育设施提质

增效。推进县城承接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增强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支持桓仁县、

黑山县、盘山县建设全国新型城镇化示范县。（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交通运输厅配合；实施主体单位：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

完成时限：2021年至 2025年）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金融支持。发挥政府投资撬动作用，创新完善城市更新项目建设

投融资机制，推动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探索城市更新商业模式。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府投资对城

市更新项目的支持力度。坚持市场主导，鼓励和引导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银行和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项目融资，引导各类专业企业和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PPP）、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模式参与城市更新项目

建设和运营。探索建立城市更新产业投资基金。各地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整

合资源、整体推进，保证城市更新项目资金长期投入。（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财政厅、省金融监管局、辽宁证监局、大连证监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

行、辽宁银保监局）

（二）强化用地保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和低效土地，优化新增建设用地计

划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分配，优先用于城市更新中的公益性项目建

设。工业厂区改造为经营性开发的，适当调整用地控制标准和指标，把用地弹性

指标优先安排城市更新项目。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利用闲置或低效空间资源建设各

类公共服务设施的，符合国家规定的可在一定年限内暂不办理变更用地主体和土

地使用性质的手续。增设服务设施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依

法积极予以办理。（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三）落实税费减免。对纳入城市更新项目库的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

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对其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生的费用，可以作为该

设施设备的计税基础，按规定计提折旧并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所发生的维护管

理费用，可按规定计入企业当期费用税前扣除。在城市更新改造中，为社区提供

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可

按国家有关规定减免相关税费等。（责任单位：省税务局、省财政厅）

（四）强化政策支持。建立项目生成制度，科学引导生成城市更新项目储备

库。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机制，精简城市更新项目审批事项和

环节，建立审批绿色通道，畅通 12345咨询投诉渠道，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各市

可以结合实际，制定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建筑容积率奖励、补助资金等

激励措施。（责任单位：省营商环境局、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

四、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领导小组，由省长担任组

长，省委常委、副省长，分管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副省长担任副组长，省（中）

直有关单位以及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

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全省城市更新工作；督促各市和沈抚示范区落实城市更新主

体责任；督促省（中）直有关单位落实国家政策，提出我省城市更新政策措施；

审议全省重大政策措施、各市和沈抚示范区制定的城市更新规划、跨城市项目方

案和重大项目方案、大额资金预算；组织开展对各市和沈抚示范区城市更新工作

的评价考核。

（二）推进项目实施。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指导全省城市

更新项目谋划工作，负责项目入库和重大项目协调等管理工作。省（中）直有关

单位要分工负责，加强联动，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各市政府、沈抚示范区

管委会要切实承担起推动本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的主体责任，将城市更新项目建

设列入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方案，制定项目计划，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具体落实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和建设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三）编制更新规划。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中长期专项规划。完善

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各地区要开展城市体检，找出城市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划定城市更新范围，确定

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名录，探索编制城市更新中长期专项规划。依据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城市更新中长期规划，结合城市发展战略，实施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改造。建

立弹性灵活的更新区域“一案一策”制度，编制更新改造方案，方案应当包括更

新发展定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产业发展方向及其布局，资金来源，历

史文化资源及保护，完成时限等内容。

（四）加强指导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项目谋划和建设，

建立项目调度机制，定期调度项目进展情况，督促项目按计划建设实施。各市政

府、沈抚示范区管委会要完善督导调度机制，促进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将各地创

新性、示范性效果明显的项目纳入“绿叶杯”评选范围，对工作推进较好的地区

和部门予以激励。

（五）注重宣传引导。各地区要提高社会关注度，及时总结城市更新项目建

设经验做法，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大力宣传城市更新的目的意义，推进“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鼓

励和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运营，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附件

辽宁省建设城市更新先导区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组 长：刘 宁 省长

副组长：陈向群 省委常委、副省长

王明玉 副省长

成 员：王新伟 沈阳市市长

陈绍旺 大连市市长

孙繁柏 省政府副秘书长

农 涛 省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唐 宋 省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田树槐 省委军民融合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魏举峰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

李雪东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冯守权 省教育厅厅长

王力威 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苗治民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潘春吉 省公安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厅长

方守义 省民政厅厅长

林志敏 省司法厅厅长

省财政厅厅长

段君明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

刘兴伟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胡 涛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赵爱军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王殿武 省水利厅厅长

陈 健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宋彦麟 省商务厅厅长

张克宇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徐英辉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咸金奎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

王永威 省国资委主任

史凤友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

刘向阳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

宋 凯 省体育局局长

杜 卓 省金融监管局局长

郝 明 省人防办主任

周轶赢 省营商局局长

金东海 省林草局局长

董 涛 省税务局局长



付 旋 省通信管理局局长

刘彦辰 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朱苏荣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

王胜邦 辽宁银保监局局长

柳 磊 辽宁证监局局长

于海联 大连证监局局长

张千里 中铁沈阳局集团董事长

石玉东 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余功斌 鞍山市市长

高 键 抚顺市市长

吴世民 本溪市市长

张淑萍 丹东市市长

靳国卫 锦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许桂清 营口市市长

周鹏举 阜新市市长

王一兵 辽阳市市长

隋显利 铁岭市市长

谢卫东 朝阳市市长

汤方栋 盘锦市市长

杨军生 葫芦岛市市长

董 峰 省沈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办公室主任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

长魏举峰和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雪东共同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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