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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统筹各类市政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解决路面反复开挖、架空线网密集、

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按照（国发〔2013〕36 号）、（国办

发〔2014〕27 号）和（国办发〔2015〕61 号）文件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一)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 146号）（2005） 

(二) 政策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61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

27号）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意见》

（湘政办发〔2016〕44号）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2014]83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的通知》

（建城[2015]70 号） 

《关于加强城市电网入地工程管理的通知》（国家电网发展[2009]588号 

(三) 技术规范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5083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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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50289-2016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GB50413-2007 

《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      DL/T5484-2013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07 

《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定》    DL/T5221-2005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       GB50373-2006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50251-2015 

《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程》      GB6222-2005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34-2010 

《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       YD/T5151-2007 

(四) 规划文件及资料 

（1） 《益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2013修订）》 

（2） 《益阳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30）》 

（3） 《益阳东部新区核心区排水专项规划（2012-2020）》 

（4） 《益阳市中心城区排水专项规划（2008-2020）》 

（5） 《益阳市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15-2020）》 

（6） 《湖南省环长株潭城市群城镇体系规划（2009-2030）》 

（7） 《湖南省“十二五”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 

（8） 现状管线普查资料 

（9） 部分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资料 

（10） 市住建局 2016-2017建设计划表等资料 

（11） 会议纪要及其他资料 

第三条 规划原则 

(一) 可持续发展原则 

统筹地下管线建设、节约利用地下空间、防止道路反复开挖、增强地下管线

防灾能力，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 可操作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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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益阳市的建设实际，认真细致地进行踏勘调研工作，与相关部门充

分沟通协作，增强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 

(三) 近远期结合原则 

结合城市近期建设计划，合理确定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布局、管线种类、断面

形式、平面位置、竖向控制等，明确建设规模和时序，处理好近远期协调关系。 

(四) 与规划相协调原则 

规划编制过程中应与城市总体规划、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市政管线规划

以及各个片区的用地规划等相关规划做好衔接沟通工作，增强规划的协调性。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综合管廊规划以益阳市整体规划发展布局作为基础，规划范围与《益阳

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2013 修改》范围一致，具体包括中心城区及东部

新区、鱼形山两型社会实践片区。 

第五条 规划期限 

本综合管廊专项规划与益阳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保持一致，并综合考虑远景发

展，具体年限为：近期：2016-2020 年，远期：2020-2030 年。 

第六条 规划目标 

(一)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湖南省省委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

精神，对益阳市地下综合管廊进行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规划建设一个覆盖城区

的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型地下综合管廊网络。 

(二)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城市用地，进一步提高益阳城市建设综合

水平，努力为把益阳建设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奠定基础，创造更美

好宜居的城市新面貌。 

(三) 落实新建城市道路和配套市政管廊建设同步实施的政策，探索完善

益阳市现有市政管廊建设、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实现市政管廊项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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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三统一”目标。 

(四) 总结市政综合管廊建设、投资、运营、政策等多方面的经验并加以

推广，探索综合管廊的建设和投融资模式，打造地下综合管廊的示范效应，树立

中部内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标杆和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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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可行性分析 

第七条 综合管廊建设的可行性 

(一) 技术成熟。综合管廊在国内外城市有大量案例，技术成熟，运行可

靠。 

(二) 经济发展良好。益阳市近几年经济稳步增长，能满足综合管廊的建

设与发展。 

(三) 政策鼓励。国家及湖南省均倡导综合管廊的建设，并对试点城市提

供财政补助。 

(四) 建设优势。结合近远期益阳城市基础建设，可显著降低管综合廊的

建设费用。 

第八条 综合管廊建设的必要性 

(一)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美化城市环境的需求 

(二) 充分利用城市地下空间的需求。 

(三) 解决城市“马路拉链”和“空中蜘蛛网”问题的需求。 

(四) 城市地下管线安全运行的需要 

(五) 响应国家政策的需求。 

第三章 建设区域 

第九条 建设区域规划 

综合管廊区域建设规划应综合考虑城市空间布局，规划建设用地性质、市政

管线需求、区域开发建设程和自然历史文化条件因素。 

第十条 适建区 

根据《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50838-2015》及《关于推进城市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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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 号），在可建区内高强度开发和

管线密集地区可划分为综合管廊适建区，主要包括：城市中心区、商业中心、城

市地下空间高强度成片集中开发区、重要广场、高铁、机场、港口等重大基础设

施所在区域；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密集的城市主要道路及远景道路；配合轨道

交通、地下道路、城市地下综合体等建设工程地段和其他不宜开挖路面的路段等。 

通过对益阳市城市空间布局、用地性质和地下管线的分析，益阳市综合管廊

适建区域包括：资阳北片区、会龙片区、清溪片区、东港片区、沧水浦片区和鱼

形山片区。 

对于适建区，选择开发强度高、管线密集的主要道路，结合道路新建、改建

同步建设综合管廊，管廊建设尽量安排在近期进行。 

第十一条 限建区 

结合城市发展定位以及市政设施需求等因素，将土地开发强度不大、人口密

度小或地质条件不适宜建设综合管廊作为限建区，此区域可少量建设综合管廊。

益阳市综合管廊限建区域包括：资阳南片区和龙岭片区。 

对于限建区，选择适当的建设时机，结合道路拓宽、路面翻新维修、管线新

排及高压入地等情况，同步建设综合管廊，管廊建设可安排在远期进行。 

第十二条 慎建区 

将城市建设规模成熟，管线需求固定，建设条件复杂，地下包含历史文物的

区域划定为慎建区，此区域尽量避免建设综合管廊。益阳市综合管廊限建区域包

括：桃花仑片区、高新北片区、梓山湖片区和高新区寨子仑片区。 

慎建区管线相对完善，实施综合管廊存在反复建设问题，对周围居民造成严

重影响，提高管廊建设成本。对于慎建区，原则上不建设综合管廊。为解决这些

区域高压线入地问题，建议采用电力隧道或者排管的方式。 



益阳市中心城区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 

 

7 
 

第四章 入廊管线 

第十三条 管线入廊原则 

(一) 全市范围内，建设有综合管廊的道路下，给水、电力（含超高压、

高压、以及路灯照明）、通信（综合通信）必须入廊。 

(二) 建设有综合管廊的道路下，新建燃气管线必须入廊。新建污水管道

有条件的必须入廊。对于现状燃气和污水管道，根据管道现状情况分析确定是否

入廊。 

(三) 局部路段考虑雨水入廊。对于重力流的雨水管道，在管道埋深合适，

不会导致综合管廊埋深显著增加的条件下，远期鼓励进入综合管廊。 

第十四条 管线入廊规划 

(一) 高压及超高压电力电缆 

高压电力电缆接头室，在管廊断面空间宽裕的条件下，利用管廊内部空间解

决；当管廊内部空间紧张时，可结合综合管廊投料口设置专用的电力电缆接头室，

同时满足检修要求。 

(二) 燃气管线 

天然气管道选用无缝钢管，阀门和阀件系统设计压力应提高一个压力等级；

天然气管道进出管廊应设置远程关闭功能的紧急切断阀。 

(三) 污水管 

污水入廊采用管道排水，管廊内污水管根据规范要求设置检查井，污水检查

井可采用钢筋混凝土井或塑料井。纳入管廊的污水管道必须密封，污水纳入管廊

均按照单管考虑。 

(四) 其他管线 

其他管线均需按照相关规范进行专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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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系统布局 

第十五条 指导原则 

(一) 根据城市功能分区、空间布局、土地使用、开发建设等，结合道路

布局，确定管廊的系统布局和类型。 

(二) 充分调查城市管线地下通道现状，合理确定主要经济指标，科学预

测规划需求量，坚持因地制宜、远近兼顾、全面规划、分布实施的原则。 

(三) 遵循节约用地的原则，确定入廊管线，统筹安排管线在综合管廊内

部的空间位置，协调综合管廊与其它地上、地下工程的关系。 

(四) 结合城市各项规划，确定综合管廊系统。纳入综合管廊内的管线宜

有管线各自对应的主管单位批准的专项规划。 

(五) 综合管廊宜设置在人行道、道路绿化带下，其覆土深度应达到相关

规定。 

第十六条 总体布局 

益阳市管廊采用“分区小集中”的管廊系统布局方案，每个系统设置单独的

分控制中心，对分区进行运维管理，监控平台连网，执行共同的入廊政策和管理

办法。市区设置一座主控制中心，与分控制中心采用专用通讯线路进行信息共享

互通。 

(一) 益阳市主城区综合管廊分为六个分系统：资阳片区、会龙山片区、

东港片区、龙岭-清溪片区、沧水浦片区以及鱼形山片区。 

(二) 管廊总长度 105.7km，其中在建 4km。 

(三) 益阳市主城区综合管廊共设置六座控制中心，一座主控制中心、五

座分控制中心。 

(四) 建议管廊建设困难的建成区采用电力隧道或排管的形式解决高压入

地问题。电力隧道不作为本次综合管廊工程规划内容。 

(五) 建议主城区无综合管廊规划的道路，新建及改建时同步建设缆线管

廊。本次综合管廊工程专项规划不对缆线管廊进行具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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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分期建设原则 

综合管廊布置规划分近期、远期，并考虑远景发展，其分期原则宜结合城市

区域开发、道路建设、市政管线敷设等时序情况确定，做到相互结合，缩短工期，

减少成本。 

第六章 管廊断面选型 

第十八条 管廊断面选型 

综合管廊断面采用矩形断面形式，采用“模块化”的管廊分舱方案。分舱模

块主要包括：综合舱、高压电力舱、污水舱。燃气单独一舱，污水单独一舱，高

压电力单独一舱，中压电力、通信、给水共舱。 

第十九条 管廊断面尺寸 

管廊断面尺寸采用“模块化”的方案，管廊断面水平及竖向扩大模数基数为

300mm。管廊断面竖向最小净高为 2400mm，水平最小宽度 1800mm。 

第七章 三维控制线划定 

第二十条 管廊平面布置 

(一) 综合管廊平面中心线宜与道路中心线平行，不宜从道路一侧转到另

一侧。圆曲线半径应满足收纳管线的最小转弯半径及要求，并尽量与道路圆曲线

半径一致。 

(二) 综合管廊应尽量敷设在道路中央绿化带下或道路一侧的人行道和绿

化带下，以便于综合管廊投料口、通风口等附属设施的设置。 

(三) 为了减少与排水管的交叉，综合管廊应尽可能的远离居住区用地红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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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管廊竖向布置 

(一) 综合管廊顶部覆土厚度不宜小于 2.5m，管廊交叉时可适当减少，但

不宜小于 2.0m。 

(二) 综合管廊与外部工程管线及构筑物交叉时的最小垂直间距应符合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的规定 

(三) 综合管廊纵断应与道路纵断相一致，综合管廊最小纵坡不宜小于

0.2%，最大纵坡不宜大于 10%，局部特殊路段采用下卧或者上穿通过。 

第八章 重要节点控制 

第二十二条 管廊与排水管线关系 

雨水、污水等市政管线管径一般较大，埋深在地面下 2.0m 左右，综合管廊

埋设一般为 2.5 m，因此综合管廊采取倒虹避让方式。 

第二十三条 管廊与人行地道关系 

管廊穿越人行地道时，采用倒虹从地道底部穿越，管廊顶部与地道底部

的间距不小于 1m，且应满足综合管廊施工及安全运行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管廊穿越水体 

综合管廊穿越水体时，采用下倒虹从河底穿越，管廊顶部与河道底的间

距不小于 1m，且应满足河道整治和综合管廊施工及安全运行的要求。 

第二十五条 管廊交叉点 

在综合管廊与综合管廊的交叉点，建议采用上下两层立体交叉的方案，

通过在交叉处将综合管廊的平面尺寸和净高加大，以便廊内管线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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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配套设施 

第二十六条 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一般设计为半地下式，在监控室和综合管廊之间设置联络通道。控

制室设置中央计算机监控系统，模拟显示屏，电话交换设备，消防报警设备，控

制操作台等。控制中心同时设有综合管廊抢修物资堆放与调度场地。 

益阳市在规划期内共设置了一座管廊主控制中心，五座管廊分控制中心。主

控制中心与分控制中心之间通过专用通讯线路进行信息共享互通。 

主控制中心：设置在龙岭-清溪片区，位于梅林路蓉园路交叉口西北侧，控

制中心占地面积 1500m2，建筑面积约 500m2。 

分控制中心：在各个片区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在道路旁的绿地中，控制中心

占地面积 1000m2，建筑面积约 250m2。 

第二十七条 通风口 

综合管廊采用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并结合投料口一并设置。

各综合管廊通风布置应与益阳市景观环境相协调，并采取防水淹、防异物入侵措

施。 

第二十八条 投料口及引出口 

综合管廊沿线不超过 400m 设置一个投料口，并满足廊内管线安装、检修及

更新的要求。综合管廊引出口间距不宜超过 200m，引出口应预埋电力及通信套

管至两侧道路红线边，并设置手井，预埋管两端需采取合理的封堵措施。 

第二十九条 人员出入口 

综合管廊的日常维护人员出入口按 1500~2000m 的间距设置。事故紧急人员

出入口结合投料口设置，并在投料口内设有爬梯。人员逃生孔不应少于 2个，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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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不宜大于 200m。逃生孔盖板应设置成内部易于开启，外部非专业人员难于开

启的安全装置。逃生孔内径不应小于 800mm，并设置爬梯。 

第十章 附属设施 

综合管廊内管线众多，附属设备亦较多。为了方便综合管廊的日常管理、增

强综合管廊的安全性和防范能力，根据综合管廊结构形式、沟内管线及附属设备

布置实际情况、日常管理需要，需设置配套附属系统。配置原则是可靠、先进、

实用、经济。 

第三十条 监控与报警系统 

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包括：附属设备监控系统、现场检测仪表、安保系

统、电话系统、火灾报警系统。 

第三十一条 消防系统 

综合管廊按 200m长度设一个防火分区，灭火设计密度取 140g/m3。根据计算

的设计灭火剂用量，并考虑到管廊狭长，为保证效果，综合管廊内部情况，推荐

采用干粉灭火装置。 

在管廊内，防火门处、投料口及通风口附近各设置一处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

灭火器，每处设置 2具。 

第三十二条 排水系统 

综合管廊按每 200m 设置防火分区，沿管廊全长设置排水沟，横断面地坪以

1％的坡度坡向排水沟，排水沟纵向坡度与综合管廊纵向坡度一致，但不小于 3‰。

在综合管廊投料口、通风口、端部井、引出口以及局部低洼点（倒虹、管道交叉）

等适当部位设集水坑，内设排水泵。排水管接出综合管廊后就近接入道路雨水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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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通风系统 

综合管廊全程设置通风系统。通风区间的划分结合防火分区的设置考虑，每

个防火分区为一个通风区间，每个通风区间长约 200米，相邻通风区间用防火墙

加防火门隔断。 

综合管廊通风区间采用纵向通风方式，设计通风量不小于 6次/h换气次数。

通风量另需根据电力电缆散热量进行校核，实际设计通风量取其中较大值。通风

系统设置就地控制和远程控制，就地控制优先权高于远程控制。 

第三十四条 供电系统 

根据综合管廊负荷运行的安全要求，监控设备、应急照明为二级负荷；一般

照明、排风机、排水泵、检修插座箱等为三级负荷。 

以靠近负荷中心为原则，设置高低压变配电所的数量及位置。在控制中心设

置一座 10kV 配电所。每个分变电所供电半径原则上不超过 1.3km，对于特殊远

离变电所的区段，适当增大配电电缆的截面，使得末端电压不低于正常的 95%。 

第三十五条 照明系统 

控制中心和综合管廊内设一般照明和应急照明。 

控制中心主要采用节能型电子镇流器型荧光灯，不同功能区照度标准及照明 

LPD值 按 GB50034-200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中现行值设计。在综合管廊内采用防

水荧光灯。管廊内照度标准为 15lx，主入口段及配电箱等局部地区照度标准提

高到 100lx。 

疏散指示灯距不大于 20m，并在出入口设安全出口标识。 

第三十六条 标识系统 

为便于综合管廊管理，保障综合管廊内管线的安全可靠运行，应在综合管廊

内设置不同形式（指南标识、识别标识、引导标识、警示标识）的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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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安全防灾 

第三十七条 安全措施 

所有电气设备均设置接地保护装置。所有电气设备的安装和防护均需满足电

气设备有关安全规定。 

在管廊内设置有害气体检测装置，并设报警装置，并在廊道内配置防毒面具，

保证廊道内的人员安全。 

廊道内实施中等电位连接。利用综合管廊内的钢筋作为自然接地体，接地体

接地电阻不大于 4欧姆，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时，增设人工接地体。 

走道和楼梯均设置保护栏杆，栏杆的高度和强度符合国家劳动保护规定。设

备的可动部件设置必要的安全防护网。危险的吊装口，安装孔设置安全围栏。 

第三十八条 防洪措施 

综合管廊开口处应采取防水淹措施，开口高度应与区域防洪规划保持一致。

综合管廊排水泵综合考虑渗漏、雨水、管道放空及事故爆管等因素。水信舱设置

2台水泵，其他舱设置 1台水泵。 

第三十九条 防火措施 

管廊主体及附属设施均按照响应的消防要求进行消防设计，防火分区设置防

火门，各防火分区的人员出入口设置手提式灭火器。 

第四十条 防入侵措施 

人员日常出入口设置锁闭装置，人员从内部可以方便开启，从外部需借助专

用工具开启。在每个投料口、通风口、出入口处设置双光束红外线自动对射探测

器报警装置。 

管廊每个投料口设备安装处设置 1套网络摄像机，每个舱的防火分区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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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一体化低照度网络摄像机 2套。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与入侵报警系统、预警与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照

明系统建立联动。 

第十二章 建设时序 

近期（2016-2020年）以结合新区、园区、成片开发区域新建道路为主，同

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共计 35.8km。远期（2020-2030年）结合老城区道路改造、

高压电缆入地以及部分道路新建工程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共计 65.9km。管廊建

设过程中同步建设各控制中心。详见下表。 

表 12-1  近期规划建设综合管廊表 

编号 管廊（道路名称） 长度(km) 备注 

1 白马山路（迎春路~马良路） 1.4 

资阳片区 
2 白马山路（资阳路~金花湖路） 1.3 

3 资阳路（资江西路~山渠路） 3.8 

4 文昌路（金花湖~白马山路） 2.8 

5 康富路（滨江路~益阳大道） 2 

会龙片区 
6 会龙路（扬帆路-云树路） 3.4 

7 龙山港路（扬帆路-益阳大道） 1.6 

8 云树路（益阳大道~会龙路） 1.6 

9 袁家湖路 2.2 东港片区 

10 桃花仑路（益阳大道~迎宾路） 4 

龙岭-清溪片区 11 梓山东路（团圆路~银城大道） 0.8 

12 梅林路（香樟路~蓉园路） 2.7 

13 鱼形山大道（和谐路-园山路） 3.8 沧水铺片区 

14 秀美路（嘉园路-泉山湾路） 2.3 
鱼形山片区 

15 秀美路（内环路-凤泉路） 2.1 

合计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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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远期规划建设综合管廊表 

编号 管廊（道路名称） 长度(km) 备注 

1 金花湖路（三益街~白马山路） 3.8 

资阳片 
2 马良路（白马山路~金花湖路） 3.6 

3 三益街（五福路-五一路） 1.9 

4 迎春路（白马山路-五福路） 2 

5 云树路（迎宾路~益阳大道） 2.9 
会龙片区 

6 碧云路（扬帆路-益阳大道） 2.2 

7 天成路 1.5 东港片区 

8 蓉园路（迎宾路~关山路） 3.8 

龙岭-清溪片区 

9 梓山东路（银城大道~桃花仑路） 1.2 

10 桃花仑路（迎宾路~关山路） 4 

11 迎宾路（银城大道~晓园路） 3.5 

12 蓉园路（梓山东路~迎宾路） 2.1 

13 银城大道（梓山东路~关山路） 5.9 

14 关山路（银城大道~桃花仑路） 3.8 

15 梅林路（蓉园路~桃花仑路） 1.7 

16 工业大道（银城大道~桃花仑路） 3.6 

17 和谐路（桃花仑路-晏家村路） 4 

沧水铺片区 18 花亭路（鱼形山大道~晏家村路） 3.3 

19 陆家坡路 2.3 

20 新园路 1.5 

鱼形山片区 

21 宝林路（中家湾路-银发路） 1.8 

22 四方山路（接龙路-秀美路） 2.4 

23 内环路（秀美路-荷叶塘路） 1.6 

24 凤泉路（接龙路-荷叶塘路） 1.5 

合计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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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投资估算 

规划益阳市中心城区近期综合管廊建设总长度为 35.8km，投资 23.4亿元，

详见下表。 

表 13-1  投资匡算汇总表 

编号 管廊（道路名称） 建安费（万元） 数量 单位 单位价格（元） 

1 白马山路（迎春路~马良路） 9625  1400 m 68750 

2 白马山路（资阳路~金花湖路） 7894  1300 m 60720 

3 资阳路（资江西路~山渠路） 22359  3800 m 58840 

4 文昌路（金花湖~白马山路） 19250  2800 m 68750 

5 会龙路（扬帆路-云树路） 16742  3400 m 83710 

6 龙山港路（扬帆路-益阳大道） 18476  1600 m 54340 

7 云树路（迎宾路~会龙路） 8694  1600 m 54340 

8 康复路（滨江路~益阳大道） 8853  2000 m 55330 

9 袁家湖路 14714  2200 m 66880 

10 桃花仑路（益阳大道~迎宾路） 24112  4000 m 60280 

11 梓山东路（团圆路~银城大道） 4919  800 m 61490 

12 梅林路（香樟路~蓉园路） 17939  2700 m 66440 

13 鱼形山大道（和谐路-园山路） 23693  3800 m 62350 

14 秀美路（新园路-泉山湾路） 17103  2300 m 74360 

15 秀美路（内环路-凤泉路） 13583  2100 m 64680 

16 控制中心 6000 6 座 10000000 

合计  23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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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建设体系 

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地下综合管廊。采取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广

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贴、贷款贴息等

形式，鼓励社会资本组建项目公司参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第四十二条 管理体系 

出台《益阳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条例》， 为全市综合管廊建设与管理提供了

法律依据，明确管线入廊的政策。 

发布《益阳市地下综合管廊收费标准》，确定综合管廊运营管理办法与建设、

运营费用分担原则。 

制定《综合管廊施工安全管理规定》、《综合管廊进出管理规定》、《综合管廊

设备设施状态标识管理制度》、《综合管廊设备缺陷管理制度确定》等一系列综合

管廊运行管理制度，对管廊运行过程的管理进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