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四川省设立镇标准》和

《四川省设立街道标准》的通知

川府发〔2021〕15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有关

单位:

现将《四川省设立镇标准》和《四川省设立街道标准》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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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设立镇标准

为促进四川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规

范全省镇的设置,根据《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四川

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一)设立镇应当尊重城镇发展规律,符合新时期四川省城镇

化发展阶段性特点,稳妥有序推进。

(二)设立镇要与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相衔接,有利于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人口

容量相适应。 拟设镇应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具有相

应的辐射带动能力。

(三)设立镇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人文历史、地形

地貌、治理能力等因素,与基层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相匹

配,有利于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

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

(四)设立镇可采取撤乡设镇、乡镇合并设镇、分设建制镇等

方式。

二、设立镇基本条件

(一)人口和面积条件

1. 人口规模。 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山地地区、高原地区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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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户籍人口(或实有人口)分别不低于 6 万人、3 万人、1. 5 万人、

1 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上一年全省各镇的平均值,政府

驻地(即建成区)户籍人口 (或实有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不低

于 20% 。

2. 管辖面积。 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山地地区的管辖面积一般

分别不小于 80 平方公里、60 平方公里、120 平方公里;地广人稀的

高原地区,对管辖面积不作具体要求。

(二)经济条件

1.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和占本地区从业人员的比

重。 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不低于 60% ,山地地区不低于 50% ,高原

地区不低于 40% 。

2. 拟设镇的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本县 (市、

区)最低的镇。

3. 拟设镇的乡,工商业企业数在本县(市、区)所辖乡中处于

领先水平(位于前 20% ),对拥有规模以上工商业企业的乡可优先

考虑。

(三)资源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

拟设镇政府驻地周边区域适合小城镇建设,地质地理条件好,

无重大风险隐患。

拟设镇政府驻地建成区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 ,各建制村通硬

化路率达到 100% ,通客车率达到 100% ;电力普及率达到 100% ;

公共供水普及率不低于 90% ;燃气普及率不低于 60% ;无害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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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厕所普及率不低于 90% ;镇区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基本正常运行,

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不低于上一年度全省建制镇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率平均水平,有较为完善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并实现无

害化处理,至少有一处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规定标准的镇区

级公园绿地。 地名标志设置率达到 100% ,电力、通信、广播电视、

邮政快递、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等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并具有

与建制镇发展相适应的综合承载能力。

(四)公共服务设施条件

拟设镇域按照国家、省、市(州)有关规定,设置配备符合要求

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建有符合国家标准的卫生院、文化站、体育场

馆、乡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以及社会福利设施,建制村(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党群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 并符合相关标准,

水电气营业或代办网点配套完善,建有成规模的集贸市场,建有规

范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公共服务设施暂未建成但已纳入本地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近期项目计划的,由县

(市、区)人民政府作出情况说明。

三、分设建制镇的情形

分设镇应参照上述条件执行,其中被划出部分行政区域的原

建制镇,也应符合上述条件规定。 分设镇应加强统筹协调,实行乡

镇街道数量增减挂钩,保持乡镇街道数量基本稳定。 严格控制分

设建制镇,分设镇要与机构编制管理有关要求相衔接,严禁突破编

制总量,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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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适当放宽设镇条件的情形

拟设立镇符合下列情形的,人口、经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等指标可适当放宽,但其中有关定量指标数值应不低于标准值

的 80% 。

(一)人文、自然、历史、文化、地理、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独特

价值。

(二)需要落实国家、省重大战略或重大项目,对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具有特殊地位。

(三)具有国家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或其他国家级品牌景区

景点,省级及以上旅游度假区、省级及以上生态旅游示范区。

(四)列入国家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名单、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名单、四川省小县优城创建试点名单,布局有省级特色

小镇的乡;列入文化旅游名镇规划的乡以及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等。

(五)地处省际边界、老少边地区、交通节点型、商贸流通型、

资源开发型、加工制造型等具有发展潜力的乡,国家和省批准规划

的开发区(包括新区、高新区、工业园区、自然保护区)城市群范围

内的乡。

(六)拟设镇区域范围内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 或常

住人口在 1 万人以上。

五、其他说明

(一)本标准中所表述的四川省的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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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高原地区的区域范围,参照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分类

范围。

(二)本标准将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三)本标准由四川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四)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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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设立街道标准

为促进四川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规

范全省城镇街道的设置,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根据《行政区

划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总体要求

(一)设立街道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治

理现代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设立街道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综合考虑四川省城镇化

发展阶段性特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稳妥有序推进。

(三)设立街道应与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相衔接,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

二、设立街道基本条件

(一)人口和面积条件

1. 平原地区。 在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拟

设街道辖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一般不低于 8 万人、不超过 20

万人,街道总面积不小于 6 平方公里;在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人以

下的城市,拟设街道辖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一般不低于 6 万

人、不超过 15 万人,街道总面积不小于 5 平方公里。

2. 丘陵地区、山地地区。 在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人以上的大

城市,拟设街道辖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一般不低于 6 万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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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5 万人,街道总面积不小于 5 平方公里;在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拟设街道辖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一般

不低于 5 万人、不超过 15 万人,街道总面积不小于 4 平方公里。

3. 高原地区。 辖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一般不低于 4 万

人、不超过 10 万人,街道总面积不小于 3 平方公里。

(二)拟设街道的城镇建成区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 (含集镇

社区、建成区集中居住的村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或实有人口)

的比重不低于 60% ,或者拟设街道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低于上

一年全省平均水平。 建成区面积不小于 3 平方公里。

(三)拟设街道的政府驻地或部分辖区(3 平方公里以上),应

位于正在实施的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所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范

围内。

(四)拟设街道驻地建成区的市政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道路硬

化率达到 100% ,下辖社区和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 ;街道驻

地公共供水普及率不低于 90% ;污水处理率不低于 85% ;燃气普

及率不低于 80% 。 有规范完善的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或城乡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 95%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小于 8 平方

米,至少有 1 个中型(1 公顷以上)的公园和广场;地名标志设置率

100% 且符合《地名标志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标准地名标志》 (GB17733—2008)要求,电力、通信、广播电视设施

完善。

(五)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齐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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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 建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文化、体育以及养老育幼服务设施、社会福利和社区服

务设施较为完善,至少拥有 1 个综合便民服务中心、1 个综合性文

化活动中心、1 个社区健身中心、1 个老年活动中心,以及应急避难

场所、消防水源等应急基础设施。 建制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党群服务中心)覆盖率达到 100% 并符合相关标准,水电气营业

或代办网点配套完善。

三、设立街道的形式

(一)建制镇整体改设或析置部分地域改设。 综合考虑人口

规模和行政管辖面积,新设街道可以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形式,部分

城市化建制镇可整体改设为街道。 若建制镇面积较大,可析置部

分发展良好的地域改设街道,其余地域仍保留建制镇的管理体制。

拆分后的街道和建制镇必须符合上述街道设立标准和建制镇设立

标准。

(二)较大规模街道的拆分。 特大城市地区,街道面积应超过

15 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 15 万人;大城市及以下城市,街道面积应

超过 12 平方公里,且人口超过 12 万人;街道面积和人口规模两项

指标中只有一项达到上述条件的,可以不予拆分。 街道拆分要从

严控制,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拆分后两个街道的人口和面积基本均

衡,乡镇级行政区数量保持基本稳定。 分设街道的应有面积合适

的办公场所。

(三)优化整合街道管辖幅度。 鼓励面积小、人口少的街道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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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和人口规模较大的街道拆分同步推进,保持街道总量基本稳定。

面积不足 6 平方公里但人口超过 6 万人的街道可以保留。

(四)对国家或省级的经济发达镇、示范镇、重点镇和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试点镇、特色小镇、历史文化名镇、革命老区等具有典

型示范意义的镇改设街道,应当征求相关部门意见,从严控制。

四、可适当放宽设街道条件的情形

(一)纳入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市政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

务设施齐全,与中心城区实现空间融合的镇。

(二)位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城市开发边界范围内,且在生态

环境方面承担城市水源地或生态屏障功能的镇。

(三)承担全省或市域内重大城市工程项目、重要交通枢纽及

其他城市承载作用的镇。

以上三种情形作为放宽条件拟设街道时,定量指标数值不低

于标准值的 80% 。

五、其他说明

(一)本标准中所表述的四川省的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山地

地区、高原地区的区域范围,参照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分类

范围。

(二)本标准将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三)本标准由四川省民政厅负责解释。

(四)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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