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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昆

1 引言

《武汉市普通中小学布局规划(2004 —

2020)》(以下简称《布局规划》)是武汉市第一

个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其为开展基础教

育设施建设，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提供了用地保障。近年来，通过市、区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布局规划》的实施工

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然在规划实施中存

在上位规划缺位、重大建设项目侵占学校用

地、规划编制与审批错位等规划审批、报建

和调整问题，这与规划管理部门的调控政策

紧密相关。研究这些问题，制定合理的规划

管理制度，对引导基础教育设施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实施制度探讨

[摘　要]《武汉市普通中小学布局规划(2 0 0 4 — 2 0 2 0 )》在规划管理实施中，存在上位规划缺位与变

性、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布点实施、重大建设项目侵占学校用地、规划编制与审批衔接错

位、规划调整内容不明和缺乏反馈等问题。因此，应在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的实施制度上建立“四

环节控制法”，让教育部门全程参与规划编制、审批和报建流程，形成依据上位规划、控制学校建设

条件、核准学校施工图、敦促开发单位移交教育用地和校舍的法定流程，同时通过明确调整条件、调

整主体、调整内容、调整审批和批后管理等具体要求，形成规范的规划调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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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School Layout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System/Wan Kun
[Abstract] Wuhan elementary and high school layout planning (2004-2020) implementation encountered prob-

lems such as lack of upper level planning, infrastructural influence, plan compilation and inspection disjunction,

lack of feedback etc. “Four parts control approach” is proposed: Educational department should participate the

plan compilation, inspection, and approval process; A legislated process including upper level plan guidance,

building condition control, standard construction documents inspection, transfer of developer to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 adjustment process including conditions, subjects, contents, post-

approval management should be regu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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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实施问题探源

2.1 实施情况回顾

2004 年后，武汉市基础教育设施加大资

源整合力度，逐步形成均衡完善的中小学校

教育用地空间布局体系，特别是加强了老城

区中小学拆并以及新区中小学的建设，实现

了基础教育设施的均衡和健康发展。截至

2010 年6月底，武汉市中心城区及开发区内

共新建学校38 所，扩建学校26 所，减少学

校布点121个，教育用地面积增加59.61　hm2，

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2 实施问题分析

在规划管理实施中，《布局规划》所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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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上位

规划缺位与变性、基础设施和重大

公共设施影响布点实施、重大建设

项目侵占学校用地、规划编制与审

批衔接错位、规划调整内容不明和

缺乏反馈五类问题。

2.2.1 上位规划缺位与变性

随着武汉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部分地区对既有发展方向和目标

进行了重大调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

划也在2006 年进行了修编。上位规

划的变更引发了《布局规划》的相应

调整，保障了中小学基础教育设施布

局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2.2 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

布点实施

道路、轨道、市政和绿化等基础

设施，以及重大公共设施在建设过

程中，占用《布局规划》所确定的中

小学用地，造成《布局规划》的布点

无法实施，只能进行规划调整。例

如，在新一轮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

中，部分城市道路线形被调整，原

《布局规划》控制的用地与规划道路

红线有一定冲突，需要进行相应的

规划调整。

2.2.3 重大建设项目侵占学校用地

当《布局规划》中部分新增、扩

建学校的布点与城中村、危改项目、

重大项目等城市重点建设项目发生

矛盾时，往往以牺牲学校利益为代价

来平衡建设资金缺口，从而造成布点

难以落实，被迫调整《布局规划》。

2.2.4 规划编制与审批衔接错位

规划编制与审批存在“时差”，规

划编制完成后，在进行审批的过程

中，《布局规划》所确定的用地已经

出让或划拨，造成布点无法实施，只

能进行调整。

2.2.5 规划调整内容不明和缺乏反馈

由于缺乏规范的调整制度、调

整内容不明确、调整深度不统一，给

《布局规划》后续的实施带来了较大

难度；同时，调整后的教育用地范

围线未能及时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进行衔接，给规划管理造成了一

定困难。

2.3 实施问题探源

在规划编制、审批和调整环节

中，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加强规划

编制部门、审批部门与教育部门的

衔接来避免的，如规划编制与审批

衔接错位、规划调整缺乏反馈等。其

中，部分问题需要制定统一、规范的

调整流程，以指导规划调整，如上位

规划缺位与变性、基础设施和重大

公共设施影响布点实施等。在此过

程中，教育部门应发挥更大作用，主

动参与规划编制、审批、报建与规划

调整的全过程。

3规划编制、审批与报建制度

3.1 现行流程概述

针对非市政工程项目，一般有

以下的编制、审批和报建流程：在城

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规划编制部

门编制普通中小学布局规划等专项

规划作为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依

据，而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管理的直接依

据；建设项目在取得建设计划后，由

业主单位申请，规划主管部门根据

上位规划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提出规划设计条件；在发改部门批

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后，业主单

位根据规划设计条件委托具备相应

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项目用地总平

面规划，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规划

主管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项目业主单位在国土部门办理完成

拆迁许可(或新增建设用地报批)、

取得用地批文，并向规划主管部门

报批规划建筑方案获得通过后，委

托设计单位编制施工图，规划主管

部门核准施工图，并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设主管部门核发施

工许可证；业主单位组织建设施工，

在竣工验收后，到房产部门办理房产

证等相关证件。

3.2 存在问题

3.2.1 在规划编制阶段，教育部门

参与度不够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教育部门仅

在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的编制阶段

提出意见，并未参与控制性详细规划

阶段的审查，无法检验专项规划在控

制性详细规划层面的落实情况，在遇

到前文所述的上位规划变性、基础设

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布点实施、重

大建设项目侵占学校用地等问题，以

及各方面的压力和错综复杂的因素

时，若完全依靠规划编制人员的职业

素养，就容易因规划编制人员的疏

忽、规划主管部门把关不严而造成规

划布点缺失。

3.2.2 在项目报建阶段，教育部门

并未参与居住类项目的审批

在项目报建阶段，教育部门主

要承担教育设施建设的报建工作，并

未参与其他项目的报建审批工作。在

其他项目中，居住类建设项目与教

育设施的建设息息相关，教育部门

不参与审查，就无法监管建设项目

的土地使用等建设行为对教育设施

建设的影响。

3.3 教育部门主动参与规划编制

与审批

3.3.1 规划编制阶段

为更好地落实中小学基础教育

设施的布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

前，规划主管部门应该征求市、区教

育部门的书面意见，市、区教育部门

应依据已批准的《布局规划》，针对

该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居住和基础教

育设施用地的布局和建设量提出明

确意见。若教育部门不同意该规划布

局，规划主管部门不予审批。通过这

一环节，可以解决因上位规划缺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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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布点变化的问题。

3.3.2 核发一书一证阶段

针对居住类开发项目，在核发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前，规划主管部门

应该征求市、区教育部门的书面意

见，市、区教育部门应依据已批准的

《布局规划》，针对具体项目总平面规

划、建设量对基础教育设施的影响提

出明确意见，特别是在开发项目内含

有新建、扩建学校的情况下，教育部

门应针对教育用地规模、布局等学校

的建设条件提出具体要求。只有当教

育部门同意该项目的总平面规划后，

规划主管部门方可核发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3.3.3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阶段

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

前，规划主管部门应该征求市、区教

育部门的书面意见，对于开发单位配

建学校的情况，教育部门应针对前面

提出的学校建设条件进行检查，按照

学校建设的各种要求，核准学校施工

图；对于由开发单位代为整理的土

地，教育部门负责检查建设情况，开

发单位应立即移交教育用地。当学校

建设施工图不符合教育部门要求，或

开发单位拒不移交教育用地时，规划

主管部门应依据教育部门的意见不

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过这

一环节，使教育设施的配建和教育用

地的供给得到了保障。

3.3.4 发放房产证阶段

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发放房

产证前，房产部门应征求教育部门意

见，而教育部门则主要针对开发单位

配建学校校舍的建设情况给予评定

和验收，开发单位应按照规定时间及

时移交教育用地和校舍，对于没有移

交教育用地和校舍的开发单位，房产

部门不予发放房产证(图1)。

4 布局规划调整制度

4.1 现行调整程序

2005 年9 月，武汉市政府印发

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武汉市

普通中小学布局规划的批复》(武政

办[2005]118 号)中规定：该规划

不得随意修改，在其实施过程中如

确需调整，应按照规定程序，委托原

规划编制部门进行调查论证后再编

制规划调整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

批。按照该规定，针对单个中小学布

点的调整程序如下：建设单位提出

调整申请，经区教育局和区政府同

意，上报市教育局批准后，由区教育

局或区政府委托原规划编制部门进

行论证，编制规划调整方案后报市

规划局审批。

4.2 问题分析

未经细化的规划调整政策，在

应对多样化的实际情况时，往往力

不从心。通过对实施问题进行分析，

对规划调整条件、调整主体、调整内

容、调整审批、批后管理，以及在调

整过程中教育、规划管理和政府等

部门分别承担的角色做进一步细分，

细化各阶段规范流程，分解各个部

门应承担的责任和相应的权利，形图1 教育部门参与规划编制、审批与报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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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套规范化的调整制度，这样才

能有效保障《布局规划》的实施。

4.2.1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调整？

在具体操作中，针对各类问题，

目前均采用调整《布局规划》、重新

布点的方式来解决，导致教育用地被

侵占的情况时有发生，《布局规划》的

严肃性和科学性遭到质疑。实际上，

针对不同情况，应制定不同的政策来

加以应对。

(1)上位规划缺位与变性、基础

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布点实施

问题。

城市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城市规划只是政府调控城市发展的

一种手段和工具，需要根据城市不同

的发展阶段进行相应调整，《布局规

划》也需要随着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不

断完善，才能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上位规划调整、发展思路

转变、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

布点实施这类调整因素是城市规划

与城市发展在协调中相互适应所产

生的“结晶”，是无法避免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只要调整理由合理，按

照规范、法定流程，是可以对《布局

规划》进行调整的。

(2)重大建设项目侵占学校用地

问题。

当城中村、危改项目、重大项目

等城市重点建设项目与《布局规划》

中学校新增、扩建的布点发生冲突

时，为平衡项目建设资金，应调整学

校用地。因项目建设资金问题而调整

的学校《布局规划》，其出发点从一

开始就不正确。“以地补钱”的做法

只会陷入“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

此类调整不是《布局规划》的问题，

不应牺牲学校利益。政府应切实加大

对学校的资金投入，以保障学校布点

实施工作的顺利进行。

(3)规划编制与审批衔接错位问

题。

关于规划编制与审批存在“时

差”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规划、国

土、教育等相关部门的联席预审程

序，将因程序问题而产生的规划调整

封堵在《布局规划》审批前。在规划

编制完成后，规划编制单位应及时与

审批部门进行沟通，将布点成果纳入

法定规划管理体系。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分析和研究

可以发现，对于上位规划缺位与变

性、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响布

点实施等问题，只要调整理由充分和

合理，按照规范、法定流程，是可以

进行《布局规划》调整的。而重大建

设项目侵占学校用地实际上是一个

资金问题，应通过学校建设政策来调

控，并不能一味用规划调整来解决。

4.2.2 由谁来负责调整？

调整主体分为组织主体和编制

主体两种。组织主体负责组织规划

调整的全过程；编制主体主要承担

调整规划的编制工作。建设教育设

施的责任主体是区政府，区教育部

门作为区政府下设的教育管理部门

应承担组织规划调整的责任；原编

制机构对规划编制情况最为了解，应

承担规划编制任务。

4.2.3 调整哪些内容？

在确定需要进行规划调整的前

提下，编制机构应依据最新已审批的

上位规划，重新研究地区人口分布、

居住用地增长等实际情况，预测学龄

人口数量，综合考虑交通、环境、地

形地貌等地域因素，合理开展布点实

施工作，科学确定校园的用地面积以

及运动场地和校舍的建筑面积。

表1 规划调整承担任务一览表

区教育部门

区政府

市教育部门

市规划局

规划编制部门

审定开发单位提出规划调整是否可行，委托编制调整规划

审核区教育部门提出规划调整是否可行

审查区政府提出规划调整是否可行，对调整规划进行联席审批

对调整规划进行联席审批

编制科学、合理的调整规划

相关部门                      承担任务

4.2.4 调整后谁审批？

在开发单位提出调整申请后，区

教育部门和区政府应承担审核责任，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能否进行规划调

整，并将审核结果报市教育部门批

准。在市教育部门同意进行规划调整

后，方可由区教育部门委托规划编制

部门编制调整规划。调整规划编制完

成后，应报市规划局、市教育局等相

关部门进行联席审批，以保障调整规

划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审批通过后，

还应报市政府备案。

4.2.5 批后怎么管理？

在调整规划通过审批后，规划编

制部门应及时将规划电子成果提交市

规划局，市规划局应将成果与规划管

理的“一张图”系统结合，将调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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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纳入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内，

以指导今后的规划管理。在具体成果

交接操作上，可采用“三联单”方式，

规划编制部门、规划主管部门和教育

部门按顺序汇签并各保留一联。

4.2.6 教育、规划部门和政府分别

承担什么角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调整

规划中，教育、规划部门和政府应承

担的责任各有不同(表1)，相关部门

应结合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制定详细

实施细则，明确自己的责任和权力。

4.3 规划调整程序

经过前面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布局规划》经市政府审批后，

其划定的基础教育设施用地不得随

意修改。由于上位规划调整、发展思

路转变、基础设施和重大公共设施影

响布点实施，以及审批程序衔接错位

等因素，对于确定需要调整的《布局

规划》，应该由建设单位提出调整申

请，经区教育局和区政府同意，上报

市教育局批准后，由区教育部门委托

原规划编制部门进行论证。编制规划

调整方案时，编制部门应依据最新已

审批的上位规划，重新研究地区人口

分布、居住用地增长等实际情况，预

测学龄人口数量，综合考虑交通、环

境和地形地貌等地域因素，合理进行

布点调整，科学确定校园的用地面积

和建设量。调整方案编制完成后，报

市国土规划局、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

联席审批后，报市政府备案。调整规

划经审批后，规划编制部门应及时将

规划电子成果提交市国土规划部门，

市国土规划部门应及时将成果与规

划管理的“一张图”系统结合，将调

整规划纳入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体

系内，指导今后的规划管理(图2)。

5 结语

通过“四环节控制法”，教育部

门全程参与了规划编制、审批和报建

流程，建立了一个由教育部门参与配

合的规划实施框架，从而有效杜绝了

在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教育配套设

施漏项、教育项目建设滞后及教育利

益受损的现象。同时，通过规范《布

局规划》的调整程序，明确了调整条

件、调整主体、调整内容、调整审批、

批后管理等具体内容。两套政策制度

双管齐下，保障了基础教育设施布局

规划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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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87页]施或复垦为农用地，

政府予以补偿；⑤对于主动放弃村

内现有宅基地或放弃应有宅基地分

配权利的村民，经回收确认后，政府

予以补偿；⑥经农村土地整理后节

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可依据村经济

发展留地政策，由村委会按照规划

要求和有关规定进行建设，其部分

权益属于村集体，其他权益属于参

加“改住公寓”“集约土地”的村民；

⑦整理宅基地、建设用地复垦经国

土部门验收合格后，由政府按复垦

面积给予奖励；⑧对采用全村统一

确定的建筑方案施工的农户，凡宅

基地大小、建筑高度、层数、面积、

退缩距离和色彩符合要求，同时履

行了与村(社)签定的相关协议，经

过镇(街)、村(社)竣工验收合格的，

政府给予奖励。

5 结语

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和城市化水

平低下是困扰很多城市的发展难题，

而农村建房难和建房乱又是困扰着

各地政府的民生难题。破解这双重难

题的出路在于科学管理农村住宅建

设。然而，农村建房问题虽然表面上

是一个规划建设管理问题，但根源上

并不仅限于规划建设管理本身，还需

要国土管理、社会管理、规划管理和

财政管理等制度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方可取得实际的成效。制度设计、管

理机制的作用，远远大于规划设计的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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