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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that our country's economy has bee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put forwar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andardized strategic planning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developed in China was briefly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the paper, taking Zhangjiakou as an example, briefl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the 
city needing to be considered to develop high quality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combing 
with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of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paper simple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technology consulting and their own research 
carried 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rban standardiz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Keyword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urban standardization planning; principle; technical consulting.  

 

关于城市标准化战略规划的探讨与思考 

吴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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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已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新形势，对我国各省市制定的

标准化战略规划进行了梳理和简要分析，结合并借鉴各省市标准化战略规划中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以张家口市为例，简要分析了制定高质量的城市标准化战略规划需要考虑的原则，并

对城市标准化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涉及的技术咨询与自身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简单探讨。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城市标准化规划；原则；技术咨询 

1.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通过高质量

发展可有效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标

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因此通过标准提

升、标准化规划引领发展，是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此

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就是要提高供给侧质量，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1】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升级离不开城市产业发展和提升，当前我国各大省市（区）纷

纷制定了促进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化战略规划，同时，很多政府机构为了保障战略规

划制定的科学性和高质量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咨询，然而城市如何制定高质量的标准化规划，

怎样提升和改进城市标准化规划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 城市标准化规划 

标准是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

指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2】标准化学科与管理学的关系在于：标准化

学科在理论上是研究对行为的引导和控制，与管理学密切相关。【3】而城市标准化规划正是

利用了标准的规范性、引导性、可共同使用这三个属性，为统筹城市发展而对城市布局和各

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它结合城市产业发展，以标准化为工具手段，一般从城市规划、市政工

程、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维护等方面，围绕提升城乡建设与管理进行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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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蓝图，也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解决城市发展中遇

到的现实以及潜在问题，是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3. 我国城市标准化规划现状 

国外对标准化战略规划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欧美等发达国家很多都制定了国家标准化

战略【4】，并进行不断更新和完善。国外标准化战略规划的制定在保障其国家产品和服务质

量、加强内部管理、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39

届 ISO 大会的贺信中明确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国内大量城市以服务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为主线，落实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要求，着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他们充分利用

标准化这个工具，开展了大量标准化服务经济社会各领域应用与融合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实践。

这对于保障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产业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

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1 相关规划情况 

地方标准化规划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标准化与质量提升方面前期所做的工作部署与设计。截至

2017年12月底，在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已有26个已发

布地方标准化战略性文件、规划。表1列出了相关文件、规划的名称等信息。 

3.2 规划简要分析 

这些文件多以战略纲要、省市政府加强相关工作意见、发展规划、行动计划等形式出现，对

各地标准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作、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规划

设计。这些规划相关的文件主要以“政府推动、市场导向、企业主体、社会参与”作为工作

的导向，结合各省市产业特色和发展重点，在标准化方面，提出了健全标准体系、强化标准

实施应用、加强标准监督管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加强国际标准化工作、夯实标准化工作

基础等工作重点，各地区根据各地特点，一般都是从农业农村、工业、服务业、社会管理及

公共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几个层面制定相应措施，保证标准化规划的实施。标准化规划文件

的发布和实施，为引领和推动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等工作发挥了有力支撑作用。 

4. 规划制定的相关原则 

通过对国内各省市标准化规划的梳理和初步汇总分析，发现各省市相关规划一般都是在落实

国家相关标准化战略、政策、方针要求基础上，结合当地产业、经济特色和优势进行相应的

完善和细化，各有特色，各省市标准化规划中先进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对其他城市标准化规

划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要提升城市标准化规划的质量，需要遵循和考虑以下几项原则。笔

者以张家口市标准化规划的制定为例，进行一下具体介绍和分析。 

4.1 整合原则 

4.1.1 要与城市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 

经过长期发展，张家口市各产业正在不断发展，标准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质量水平也在稳步

提升。但是张家口市经济总量仍然偏小，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标准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因此张家口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寻找借鉴，比如重点发展

的绿色能源、旅游、服务产业，可借鉴《安徽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模式，其在发展规划的第三部分“重点领域”中设置了“服务业标准化重点”专栏，针对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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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服务外包、交通运输标准化领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规划。具体的发展旅游方面标准化工

作可以参照各地区旅游标准化发展规划的相关设计方案。 

 

表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相关文件、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地区 标准化与质量提升相关规划 日期或文号 

1. 云南省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发展战略的意见 云政发（2009）143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云政办发〔2016〕149

号 

云南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 2017．08.25 

2. 贵州省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0.05.04 

贵州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2.26 

贵州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实施方案 2017.08.24 

3. 北京市 
首都标准化战略纲要 2011.08.01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与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意见 京政发[2015]41号 

4. 四川省 
四川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2.18 

四川省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2017.09.06 

5. 湖南省 湖南省标准化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0.01.15 

6. 吉林省 吉林省标准化战略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2010.07.09 

7. 陕西省 陕西省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11－2020年） 2012.10.11 

8. 甘肃省 甘肃省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14—2020年） 2014.11.15 

9. 天津市 天津市实施标准化战略十三五规划 2015.12.15 

10. 江西省 江西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4.29 

11. 辽宁省 辽宁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5.08 

12. 河北省 河北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6.14 

13. 浙江省 浙江省“标准化+”行动计划 2016.07.18 

14. 安徽省 安徽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7.26 

15. 上海市 上海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8.15 

16.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1.14 

17. 湖北省 湖北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1.30 

18. 
宁夏回族自治

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2017.02.24 

19. 山西省 全省推进标准化工作改革发展2017-2018年行动计划（山西省） 2017.06.26 

20. 重庆市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战略切实加强标准化工作的意见 渝府发(2006)65号 

21. 河南省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 豫政〔2007〕28号 

22. 青海省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

意见的通知 
青政办〔2007〕95号

23. 
广西壮族自治

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技术标准发展战略的意见 桂政发〔2008〕55号

24. 山东省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 鲁政发（2009）84号

25. 海南省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 琼府（2011）15号 

26.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11—2020年） 新政发〔2013〕19号

注：统计中不包含各省（市）“消费品标准升级和质量提升规划”。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有24个市制定并发布了标准化相关规划，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 

4.1.2 要正确处理好局部建设和整体发展的辩证关系 

城市标准化规划既要结合自身特点做好规划设计，又要根据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各种形势，

充分反映各级要求的宏观规划设计。以张家口为例，首先，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一翼两

个方面考虑，张家口市发展规划应该服务北京市以及河北省整体发展规划布局。如《京津冀

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河北省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与服务标准化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15]41号）等，其中后者

提出了要“建立京津冀标准化工作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和强制性地方标准通报协商机制，加强

信息共享，定期交换地方标准文本”，因此张家口市标准化发展规划中应该有所体现和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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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要按照习总书记对冬奥会筹办的一些要求进行设计考虑，并做好同北京冬奥会筹办总

体规划、北京市筹办规划的紧密对接。 

 

表2 全国各市标准化相关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地区 标准化与质量提升相关规划 日期 

1. 永州市 永州市标准化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010.08.26

2. 深圳市 深圳市知识产权与标准化战略纲要（2011—2015年） 2011.12.23

3. 
北京市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贯彻落实《首都标准化战略纲要》和《北京市“十二

五”时期标准化发展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 
2012.08.03

4. 广州市 广州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2013-2020年) 2013.07.25

5. 三亚市 三亚市标准化发展规划 2016.03.21

6. 庆阳市 庆阳市《2016年标准化工作计划》 2016.03.24

7. 潍坊市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 2016.04.25

8. 沈阳市 沈阳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06.14

9. 沧州市 沧州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1.09

10. 宿州市 宿州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1.18

11. 
石家庄

市 
石家庄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2.16

12. 杭州市 关于实施“标准化+”行动计划，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实施方案 2016.12.23

13. 临汾市 临汾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12.27

14. 宣城市 宣城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02.15

15. 青岛市 青岛市“标准化+”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02.24

16. 大连市 大连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03.21

17. 蚌埠市 蚌埠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04.18

18. 银川市 银川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05.08

19. 日照市 日照市标准化“十三五”发展规划 2017.06.24

20. 乐山市 乐山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2017.08.15

21. 中卫市 中卫市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7.12.05

4.1.3 要正确处理好城市规划与远期发展的辩证关系 

首先，从规划的长远性、前瞻性角度考虑，结合张家口市长远发展的目标来看，可以参照发

达地区、省市，取得比较好的发展成效的规划来进行总体提升。如《深圳市人民政府打造深

圳标准构建质量发展新优势行动计划（2015—2020年）》提到一项措施“发挥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对标准创新的推动作用。将标准创新纳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发挥综合创新生

态体系优势，搭建国际化标准创新平台，提升深圳标准创新能力。”结合张家口市实际情况，

短期内还不能达到这种程度，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可以充分利用靠近首都的优势等，利用建

设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和河北一翼等重大历史机

遇，先从创新能力培育，吸引人才等方面进行提前规划布局。其次，规划既要立足长远，又

要妥善应对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首要问题基础上进行拓展和不断

延伸。从当前紧急需求和形势发展的角度考虑，张家口市发展规划还应紧紧抓住筹办冬奥会、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趋势、大机遇加快发展。 

4.2 经济原则 

4.2.1 找准定位，促进发展 

首先，应该找准定位，认识到自身发展受到种种因素限制，前期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困难，因此发展规划在参照欠发达地区方面可以重点借鉴，例如《甘肃省标准化发展战略

纲要（2014—2020年）》的主要任务（一）“重视标准化工作基础，增强我省标准化发展后

劲”中使用的“成果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原则，提出要加强标准研制与技术

创新、产业发展的衔接配套，把标准列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价指标等设计，这些规划

设计特别适用于标准化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的地区利用标准来促进经济发展。此外，考虑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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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家机构改革涉及到的地方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现实局面，以及新标准化法刚开始实施等

新形势，这些在规划中都应该做到提前考虑。 

4.2.2 注重实施，推动发展 

规划制定的目的是要通过实施来推进张家口市质量提升和经济发展，因此规划的落实和实施

就特别重要，因此在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就好考虑推进实施。例如《广东省实施质量强省战略

2016-2017年行动计划》以及张家口市前期发布的《中共张家口市委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实

施质量强市和标准化战略的意见》最后都针对每一项任务设置了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切实

做到了责任落到部门负责，有力保障了工作任务的推进和落实。 

4.2.3 突出重点，推进发展 

标准化规划设计要按照习总书记的“各项规划都要体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发挥资

金使用效益的原则，不要贪大求全、乱铺摊子”的要求，因此规划设计要突出重点，抓大放

小。此外，通过本次标准化规划设计，可形成一套可参照的冬奥会协办模式，全国可复制，

从而实现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4.3 安全原则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安全性问题也是冬奥会筹办过程中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因此在标准化规划中也应该注重考虑。这里所说的安全既包括各种食品、药品、公共服务设

施的安全，也包括紧急事件应急处理等方面的安全。应急处置措施方面值得借鉴《眉山市“十

三五”质量发展规划》种“主要发展任务”部分的第二节，“坚持惠民共享严管质量安全”的

第二条“强化风险防控”中的“健全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预警、评估、信息通报和

应急处置机制，有效防范和处置食品药品、危化品、建设工程、环境污染和特种设备等质量

安全突发事件，切实增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能力。加强风险信息收集，健全产

品伤害监测系统、质量安全信息舆情监控系统和风险预警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全方位、多渠

道收集网络信息、微信信息、实验室检测数据统计分析等风险信息。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制定完善质量安全风险应急预案，做到风险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探索质量安

全多元救济机制，建立产品侵权损害赔偿、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企业质量风险救济基金

和社会救助救济机制，保障质量安全事故受害者及时得到合理补偿”相关内容。 

4.4 关于创新 

总体上，通过关注相近城市标准化发展规划，参考借鉴其适用于张家口市的先进理念和做法

基础上，结合针对张家口市特点进行创新设计是一种有效途径。比如在宣传、营造良好舆论

氛围方面，可借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过组织好“世界标准日”、“科技活动周”、“科普日”

等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来提高全社会标准化意识，创新提出适合张家口市的宣传推广手段。在

鼓励扶持政策方面，吉林省提出了一些加强奖励和扶持的政策措施，比如其在《吉林省标准

化战略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提到的设立“吉林省标准化创新贡献奖”，对在

标准化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措施。在此基础上，可以结合与张

家口类似的区域发展方式，规划路径进行参考性分析。通过对典型地区，及其产业特点的分

析，提炼、设计张家口市标准化发展和质量提升规划中的创新模式。 

综上，以制定张家口市标准化规划考虑的原则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多数原则对其他城市

标准化规划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不都完全适用，特定地区还需要进行具体的适用

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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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规划的技术咨询 

各城市在进行标准化规划制定过程中为了提升规划的质量和水平往往大量进行技术咨询、论

证、评审等，甚至直接委托、外包给技术咨询机构进行规划的撰写。然而，总体上，由于受

到时间限制，加之调研的局限性，技术咨询机构很难对相关城市了解的特别详细，因此由技

术咨询机构起草的规划一般会从总体上、宏观上，并且很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从规划、标准化

等角度进行统筹设计，很难特别详细。更加具体的方案、措施，还需要当地相关部门在相关

规划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例如《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标准化战略的意见》（琼府

〔2011〕15号）在“（四）加强责任落实”部分提出，“省政府对实施标准化战略实行目标管

理责任制。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把实施标准化战略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并根据标准化战略意见的要求，提出本地区、本部门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具体方案”。因此，

进行了技术咨询的地方政府可以在技术咨询机构规划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完善，制定出适用性、

指导性更强的城市标准化规划的实施方案，这样才更顺应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 

6. 总结 

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正在转变，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已是

必然趋势。标准化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城市标准化发展规划

的制定和实施，有效促进了我国城市发展的规范化和协调化，提升了各类产品、服务的质量，

优化了产业结构，收到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城市标准化发展规划的制定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的原则和因素很多，本文罗列有限，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和挖掘。参考

性做法也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特定地区还需要进行针对性分析。另外，技术咨询是提高政府

管理有效性、决策科学性的可行手段，然而，技术咨询只有与自身研究密切配合、相互促进，

才能更大的提升城市标准化发展规划针对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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