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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千兆城市关键指标调查表
一、关键指标情况

填报单位：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数据截止日期：2022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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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支持情况

为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动态掌握各地政府对“双千兆”网络建设的支持政策

情况，请结合实际客观填写下表。

一、支持“双千兆”网络建设政策出台方面

1.地市政府出台支持“双千兆”网络建设政策情况(可多选)

□地市政府名义出台支持政策

□地市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支持政策

□地市政府工信部门单独出台支持政策

□暂未出台相关政策

二、支持“双千兆”网络建设方面

(一)光纤网络及 5G 站址建设规划

地市级光纤网络及 5G 站址等通信基础设施规划的编制出台情况，以及将光纤网络建设等纳
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将 5G 站址等纳入同级国土空间规划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情
况。

2.地市将光纤网络建设规划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实情况(可多选)

□地市编制的详细规划中已包含光纤网络（包括杆路、管线等）建设规划

□已将光纤网络建设（包括杆路、管线等）规划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

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统筹预留光纤网络（包括杆路、管线等）空间需求，

作为其他行业专项规划编制时的依据

□暂未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3.地市编制完成 5G站址专项规划进展情况（单选）

□已批准发布 □已报批待发布 □已编制完成 □编制中或未开展

4.地市将 5G 站址规划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

情况(可多选)

□地市编制的详细规划中已包含 5G站址规划，在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

许可时对 5G站址预留情况进行把关

□已将 5G 站址规划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上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统筹预留 5G站址空间需求，作为其他行业专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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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时的依据

□暂未纳入同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二)公共资源开放共享

公共资源包括：党政机关办公区域；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国企的办公区域；隶属于政府部
门和单位管理的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展览馆等；隶属政府管理的风景名胜
区、公园、公共绿化带、路灯杆等社会杆塔资源；属于政府部门和国企管理的公路、铁路、
桥梁、隧道、城市道路及机场、港口、车站，以及医院、保健院、疗养院等医疗机构。

5.地市发文出台要求开放公共资源情况政策情况（可多选）

□地市政府发文对本市提出开放公共资源要求

□省级政府发文对全省各地市提出开放公共资源的总体要求

□地市内有区县发文对区县提出开放公共资源要求

□暂未出台相关政策

6.地市公共资源开放政策实施情况和典型场景公共资源的开放现状（可多选）

□地市的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已开放公共资源用于“双千兆”网络建设

□地市的公园、公共绿化带等已开放公共资源用于“双千兆”网络建设

□地市内属于政府部门和国企管理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城市道路

已开放用于“双千兆”网络建设

□地市内的路灯杆等社会杆塔已开放用于共享建设 5G 基站

□地市的地铁已开放沿线公共资源用于开展 5G 建设

7.地市内共享路灯杆等社会杆塔资源建设的 5G基站数量是 ，占全市 5G基

站总数的比例是 %；地市共有 条地铁，其中有 条已开放沿线资源。

(三)统筹市政建设

在园区、道路、建筑物等市政建设项目审批时，地市政府考虑光纤网络及 5G 网络建设的需
求及资源预留情况,将光纤管线（杆路）及基站站址纳入建筑方案的设计审查、竣工验收环
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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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地市政府将地市通信部门（包括地市通信建设联合办公室、共建共享办公室

等）纳入当地规划委员会成员，在规划阶段参与项目策划生成（单选）

□已纳入当地规划委员会成员，并参与项目策划生成

□已纳入当地规划委员会成员，但未参与项目策划生成

□未纳入当地规划委员会成员

9.地市落实《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和《住宅

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情况（可多选）

□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的通信设施均采用光纤到户方式建设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

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

□新建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的地下通信管道、配线管网、电信间、设备间

等通信设施与住宅区及住宅建筑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已嵌入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流程，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通信部门开展联合审

批服务。

10.地市将光纤网络建设嵌入到老旧小区/老旧建筑物改造等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流程，并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行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单选）

□已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通信部门开展联合审批服务

□已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但通信部门未开展联合审批服务

□未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11.地市将 5G 设施报建嵌入到新建建筑物等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并通过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实行联合审图和联合验收（单选）

□已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通信部门在线开展并联审批服务

□已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但未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未嵌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在支持光纤网络及基站建设方面的特色做法。

三、支持降低成本方面

(一)减免使用租金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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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占用公共场所进行光纤网络和 5G 基站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租金费用进行免除，或者实
质性降低。

12.地市政府对以下场景公共资源开放出台的租金减免政策（可多选）

□地市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免费开放

□地市内属于政府部门和国企管理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城市道路

等免费开放

□对地市内的公园、公共绿化带、路灯杆等提出租金费用减免要求

□对地市内的地铁提出租金费用减免要求

□对地市内的学校提出租金费用减免要求

(二)降低 5G 设施用电成本

地市政府为电信企业提供 5G 设施用电保障、电力设施改造、推动用电优惠的情况。

13.地市政府在降低 5G 设施用电方面，针对简化用电报装、直供电改造、规范

转供电行为等出台的政策（可多选）

□简化用电报装 □直供电改造 □规范转供电行为

14.地市政府在降低 5G 设施用电方面出台政策的实施效果（可多选）

□5G 设施配套的电力建设已实现简化报装方式

□对具备转改直供电条件的，已有明确的改造程序要求且能顺利开展

□地市对规范 5G 设施转供电收费行为开展过专项整治

15.地市内采取简化报装方式建设的 5G 配套电力建设占所有 5G 配套电力报装

的比例 %。地市采取转供电用电方式供电的基站数量是 ，占地市基站

总数的比例 %。

(三)财政资金补贴

地市政府在网络建设、运行维护等方面为通信网络建设维护企业提供资金扶持的情况。

16.地市政府对 5G 建设出台的财政资金补贴政策情况（单选）

□对每个 5G 基站平均给予 3 万元及以上财政资金补贴

□对每个 5G 基站平均给予 1（含）-3 万元财政资金补贴

□对每个 5G 基站平均给予 1 万元以下财政资金补贴

□暂未出台对 5G 建设的财政资金补贴政策

17.地市政府对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升级出台的财政资金补贴政策情况（可多选）

□对支持千兆光网接入的 10G-PON 端口建设部署给予财政资金补贴

□对支持千兆光网用户接入的 ONU（光猫）升级给予财政资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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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进有需求家庭开展 FTTR（光纤到房间）建设给予财政资金补贴

□对商业园区、工业园区等进行高速光纤网络升级改造给予财政资金补贴

□暂未出台对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升级的财政资金补贴政策

18.目前已获得地方政府支持 5G 建设的财政资金补贴共计 万元，支持高

速光纤宽带网络建设升级的财政资金补贴共计 万元；已建 5G基站中已

获得财政资金补贴的基站数量 个，占地市内 5G 基站总数的比例

是 %。

(四)电信设施迁改

地市政府对市政建设、征地拆迁等造成的电信设施迁移或损毁，相关补偿政策落实情况。

19.地市政府对因市政施工、征地拆迁等因素造成通信设施迁改，出台要求依

法落实相应补偿的政策（单选）

□已出台要求落实相应补偿的政策

□未出台要求落实相应补偿的政策

20.地市内对因市政施工、征地拆迁等导致电信设施迁改的，依法落实补偿政

策的站址占比是 %（已落实赔补的站址数/因市政施工等迁改的站址总数），

杆路占比是 %（已落实赔补的杆路数/因市政施工等迁改的杆路总数），管

线占比是 %（已落实赔补的管线数/因市政施工等迁改的管线总数），依法

落实补偿政策的金额占比是 %（已到账的赔补总金额/恢复建设所需的总支

出）。

 在推动降低网络运营成本方面的经验做法。

四、加强组织保障方面

(一)联合工作机制

各地政府支持千兆光网和 5G 发展建立的协调工作机制（如建立跨部门的领导小组、联席会
议制度、推进组等）及工作开展情况。

21.地市支持“双千兆”网络建设发展联合工作机制建立情况（单选）

□已成立地市一把手牵头的工作机制

□已成立分管副市长牵头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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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由相关部门牵头的联合工作机制

□暂未成立相关工作机制

(二)重点督办机制

各地政府建立疑难站址督办、公共设施开放进度督办、电力审批督办、保障通信建设

通行等工作开展情况。

22.地市对疑难站址、公共资源开放等建立清单制协调或督办机制情况（单选）

□已建立疑难站址、公共资源开放等清单协调或督办机制

□未建立疑难站址、公共资源开放等清单协调或督办机制

23.对已建立的疑难站址清单，通过协调督办已解决的站址占比是 %（单选）

□80%(含)以上 □50%(含)到 80% □20%(含)到 50%

□5%(含)到 20% □5%以下

(三)纳入地方考核

各地政府将推动千兆光网和 5G 发展纳入对地方、各部门重点工作或绩效考核及落实情况。

24.地市政府对“双千兆”网络建设发展的考核情况（可多选）

□省级政府对本地市政府进行考核

□地市政府对地市相关部门进行考核

□地市相关部门内部设立考核

□暂未设立相关考核事项

 组织保障方面的经验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