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交通环境整治办发〔2017〕5 号

 

 

各辖市、区政府，市有关单位和部门：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省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

治五项行动方案的通知》（苏政办〔2017〕31 号）、《省“五项

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国省道公路周

边洁化绿化美化行动实施计划>》（苏交通环境整治办发〔2017〕

1 号）、《常州市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动方案的通

知》（常政办发〔2017〕83 号）文件精神，现将《常州市普通



国省道公路周边洁化绿化美化行动实施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市交通干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五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1 日 

 

 

 

 

 

 

 

 

 

 

 

 

 



 

 

 

普通国省道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公众出行的重要基础

设施。但近年来，随意占用、损坏公路的非法行为经常发生，

致使部分地区和局部路段周边“脏乱差”现象不能得到有效根

治，降低了公路通行功能和服务水平，影响公路交通安全。为

彻底改变普通国省道周边环境面貌，根据市政府《全市交通干

线沿线环境综合整治“五项行动”实施方案》和《江苏省普通国

省道公路周边洁化绿化美化行动实施计划》，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总体工作目标和要求 

  到 2019 年底，普通国省道公路用地范围内可绿化区域绿

化率达 100%，建成公路用地外单侧宽度国道不少于 20 米、

省道不少于 15 米的绿色通道，新增绿化面积 325 万平方米，

普通国省道公路绿化总面积达到 1980 万平方米，完成 30 公

里出省通道绿化提升。实现公路、公路用地和建筑控制区“八

无”要求（无堆积物和垃圾箱、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

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无违法搭接道口

和占用挖掘公路、无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设施、无违法非公路

标志和广告、路基路肩边坡无非法种植物）。辖市、区普通国

省道周边环境综合保障工作长效机制全面建立、运转良好。 

  二、整治范围 

   辖区内普通国省道的公路、公路用地（公路两侧边沟外缘



1 米或路缘石外 1 米范围）、建筑控制区以及公路沿线可视范

围内（普通国省道外侧 100 米，与国省道相交的城市道路、农

村公路由各辖市区自行确定）的区域，新（改）建路段、路面

改造路段与工程同步完成洁化绿化美化整治。 

县道、乡道、村道（统称“农村公路”）可参照开展综合整

治工作，具体由各辖市（区）人民政府确定。 

  三、主要任务 

（一）清除公路周边“脏乱差”现象，洁化行车环境。到 

2017 年底，实现公路用地范围内无堆积物和垃圾箱（筒）、路

基路肩边坡无非法种植物、无非法占用挖掘公路。普通国省道

周边影响环境的“脏乱差”问题得到全面整治，保洁水平得到全

面提升。 

1.整治乱倒乱扔、乱贴乱画等污染公路及公路设施的行为。 

2.迁移公路用地范围内的垃圾箱、垃圾桶等，清除公路周

边的污染源。 

     3.清除公路两侧可视范围（公路用地外缘起不少于 100 

米）内“白色垃圾”。清除非法种植物和检疫性有害生物。 

4. 清理侵占路基路肩、损坏边坡、毁坏边沟行为，疏通

公路路肩、边坡、边沟和排水设施。 

5. 清除公路用地及建筑控制区内的柴草、砖石等建材、

粪堆、垃圾堆及其它堆积物。 

6. 迁移和规范废品回收站（点）以及有碍观瞻、无序经营 

市场。 



（二）整治侵占公路非法行为，强化法治环境。到 2018 

年 10 月底，实现公路用地范围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

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非法占（利）

用公路、损坏公路及公路设施行为得到全面整治。 

1. 整顿占道经营、打谷晒场、堆场作业、车辆乱停乱放。

取消占用、利用路面及用地的摆摊设点、堆场作业。取消影

响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通行的停车泊位。 

2. 迁移马路市场，疏导路侧集中经营区到建筑控制区以

外的区域。 

3. 规范路侧停车场、加油站等设施设置，与公路路面实

行物理隔离。优化停车场、加油站等的进出口设置，完善引

导、控制设施。 

4. 迁移公路用地范围内的修车铺、洗车点，公路用地范

围外的与公路实施物理隔离。 

5. 清除占用桥下空间堆放的危化品等堆积物，迁移非法利

用桥梁附着管线设施，拆除搭建的生产生活设施，同步修建围

栏、种植绿化等。 

6. 规范公路沿线非公路标志和广告设置。清除私拉乱接

的非标，拆除非法设置的广告，规范经许可设置的非公路标志

和广告，交通标志前后 500 米无广告。清除集镇段（城区）

建筑控制区范围内的移动非标和实物招幌。 

（三）整饬平交口和路侧开口，优化通行环境。到 2019 年

6 月底，实现无违法搭接道口。普通国省道公路平面交叉口间



距一般路段不少于 2000 米，集镇段不少于 500 米，平均不

少于 1000 米，公路平面交叉口过多过密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1. 科学制定平交口和路侧开口设置规划，合理归并现有

平交口和路侧开口，规范设施设置，明确路权分配。 

2. 采取挖除、封闭隔离等方式，取缔非法增设道口，对

确有通行需求，并且满足设置条件的可办理许可手续。 

3. 规范新增道口许可，新增道口应当经过安全技术评估

具备条件和行政许可同意后实施，同步完善安全设施。 

4. 推进大中型交叉口改造，完善小型交叉和搭接路口。

完善并优化交叉路段范围内交通安全设施及路权设施。 

    5.规范公路沿线企事业单位指示标志设置，清理私设、乱

设的指示牌，对分布集中的路段，统一规划、合理设置。 

6. 控制集镇段路侧行车干扰，因地制宜实施过村过镇路

段路面分隔（建筑物距离路面 6 米及以上）或机非分隔（硬

路肩 4.5 米及以上），具备条件的实施辅道设施改造。机非或

路侧分隔设施设置规范，直接进入路面的路口合理归并。中

分带开口间距不少于 500 米，机非或路面分隔带的开口间距

不少于 300 米。 

7. 实施机耕道搭接公路的路面硬化，硬化长度不少于 50 

米。 

  （四）提升沿线绿化美化水平，美化视觉环境。到 2019 年

6 月底，实现无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设施、无违法建筑物和构

筑物，公路沿线综合环境得到全面提升。  



1.有序推进绿色通道建设，公路用地外绿化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2017 年清除或迁移相交道路通视范围

内影响安全视距的行道树，控制相交道路通视范围内农作物等

种植物的高度；完成 233 国道溧阳段 30 公里出省通道的绿化提

档升级；完成 312 国道、233 省道“畅安舒美”路建设，打造样板

示范路。 

2. 2018 年 10 月底前，优化路面绿化，控制中间带开口路

段的防眩树高度，规范侧分带开口路段的行道树种植和修剪养

护。 

3.2019 年 6 月底前，规范穿越、跨越、采取埋设方式设置

沿线通信、电力等管线，实现无违法跨越和穿越公路设施。拆

除公路用地和建筑控制区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拆除

废弃的建筑物和地面构筑物，清洁或粉刷保留的破旧建筑物。

积极实施公路沿线特别是集镇段、居民集中路段建筑物立面整

治。 

4.2019 年底全面建成 104 国道溧阳城区改线段、233 国道

金坛段、340 省道常州东段、360 省道常州段、新建 341 省道溧

阳段、265 省道金坛段公路两侧绿色通道共计 104 公里；已建

成 15 条普通国省道完成两侧林相提升与环境整治。完成普通国

省道公路路面外侧的绿化管养责任移交当地政府并纳入城市长

效管理范畴。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整治办设立公路专项整治工作组，



负责指导督促、检查考核、协调公路专项整治工作，专项组设

在市公路管理处；各辖（市）区政府要按照“整体推进、部门指

导、属地负责”的原则，强化属地管理责任，成立相应机构，实

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司其职、分片到镇、分段到村、联

合整治的责任体系，务求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政策引导。普通国省道周边洁化绿化美化行动

政策引导是前提，资金保障是关键。各地要根据摸底排查结果，

编制整治项目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质量。按照整治工作

所需，将整治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实行绩效目标考核。要将洁化绿化美化行动与文明城市、卫生

城市、特色小镇创建以及美丽乡村建设等一起部署、共同推进。

鼓励各地加快推进整治工作，争取提前完成辖区内整治任务。 

  （三）加强检查考核。各辖市区政府要把公路沿线综合整

治行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抓，作为一项民生

工程来抓。市整治办将制定工作检查通报制度、工作目标考核

办法，定期不定期通报各地工作动态，定期组织公路专项工作

组进行督查和考核，通报督查考核结果并进行表彰奖励。各辖

区市、政府要按照省、市政府要求，加强检查考核，每月开展

一次专项督查，对照问题清单，整改一条，删减一条，及时通

报工作进展，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定期督办。 

 

 

 



 

 

 

责任单

位 
目标任务 

溧阳市 

1.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233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104 国

道、239 省道、341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和

建筑控制区内无堆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植

物、无非法占用挖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完成出

省通道公路绿化提升 30 公里。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104 国道、233 国道、239 省

道、341 省道、360 省道）边“八无”“四化”水平得到有效



巩固，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金坛区 

1. 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233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239

省道、240 省道、340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

和建筑控制区内无堆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

植物、无非法占用挖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233 国道、239 省道、240 省

道、265 省道、340 省道）边“八无”“四化”水平得到有效

巩固，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武进区 

1、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312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232

省道、239 省道、342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

和建筑控制区内无堆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



植物、无非法占用挖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312 国道、230 省道、232 省

道、239 省道、262 省道、342 省道、447 省道）边“八无”“四

化”水平得到有效巩固，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新北区 

1、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312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346

国道（308 省道）、122 省道、232 省道、238 省道、239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和建筑控制区内无堆

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植物、无非法占用挖

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312 国道、346 国道、122 省

道、239 省道、504 省道）边“八无”“四化”水平得到有效

巩固，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钟楼区 

1、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312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239

省道、340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和建筑控

制区内无堆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植物、无

非法占用挖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312 国道、239 省道、340 省



道）边“八无”“四化”水平得到有效巩固，建立完善长效

管理机制。 

天宁区 

1、2017 年 10 月底前完成 312 国道畅安舒美路； 2017

年 11 月底前，基本完成所辖区域内普通国道公路（232

省道）的“三无”即：公路用地范围和建筑控制区内无堆

积物和垃圾箱、路基边坡无非法种植物、无非法占用挖

掘公路。 

2.2017 年，辖区内公路沿线环境问题点清除率达 80%，

违法非公路标志和广告拆除或清除率达到 50%。 

3. 2018 年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普通省道边公路用地范围

内无洗车点和修车铺、无摆摊设点和打谷晒场、无违法

非公路标志和广告；2019 年 6 月底前普通国省道边实现

无违法搭接道口、无违法穿、跨越公路设施和违法建筑

物。辖区普通国省道公路（312 国道、232 省道）边“八

无”“四化”水平得到有效巩固，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抄送：省“五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常州市“五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