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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GB/T 1.1-2009给出的规定进行起草。 

本标准代替DB3302/T 1001-2003。 

本标准修与DB3302/T 1001-2003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章节；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章节，对城市容貌、公共设施等标准中涉及的相关术语进行了规定； 

——将原标准中建筑景观章节和建筑物附属设施章节中有关建（构）筑物容貌方面的规定合并成一

章，并进行修订和补充； 

——将原标准中建筑物附属设施章节和公用设施章节中有关城市道路容貌方面的规定合并单设一

章，并进行修订和补充； 

——将原标准中公用设施章节的规定进行修订和补充，并修改章节名称。 

——将原标准中广告标志章节的规定进行修订和补充，并修改章节名称。 

——增加了城市照明若干规定，并单设一章； 

——将原标准中市场、便民服务点章节的规定进行修订和补充，并修改章节名称。 

——增加了居住区若干规定，并单设一章； 

——保留了原标准中范围、园林绿化、城市水域和建筑工地章节，但对各章节内容进行了修订和补

充。 

本标准修订由宁波市城市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朱斌、胡逸民、石燎燃、张松海、韩啸枫、张静静。 

DB3302/T 1001-2017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3302/T 1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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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容貌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容貌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建筑景观、城市道路、公共设施、园林绿化、广告设施

与非广告设施、城市照明、城市水域、公共场所、居住区和建筑工地。 

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镇的建成区,建成区以外的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旅游景区、

风景名胜区，以及县（市）人民政府确定实行城市化管理的其他区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449  城市容貌标准 

GB 50352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CJJ 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149 城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GJ/T 163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DB33/T 898 城市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规范 

DB3302/T 1015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要求和作业规范 

DB3302/T 1081 公共厕所保洁与服务规范 

DB3302/T 1062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规范 

《浙江省工业建筑色彩设计技术导则（试行）》 

《宁波市公共双语标识英文翻译规则（试行）》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 

《宁波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宁波市河道管理条例》 

《宁波市城市景观河道建设和管理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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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城市容貌 

城市外观的综合反映，是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市建筑景观、道路、园林绿化、公共设施、广告

设施与非广告设施、照明、公共场所、城市水域、居住区等构成的城市局部或整体景观。 

3.2  

公共设施 

设置在道路和公共场所的交通、电力、通信、热力、邮政、消防、环卫、生活服务、文体休闲等设

施。 

3.3  

主要街道 

商业网点集中的繁华路段及步行商业街区；主干道及城市出入口道路；主要党政机关所在地道路。 

3.4  

重点区域 

设有集会中心、党政机关、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的重要公共区域。 

3.5  

建（构）筑物 

建筑物是指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构筑物是指不具备、不包含或不提供人

类居住功能的人工建造物，人们一般不直接在内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 

3.6  

建（构）筑物附属设施 

利用公共、自有或者他人所有的临街建构筑物设置的自有或公共的附属设施，包括空调外机、防盗

窗、遮阳（雨）篷及其它附属设施。 

3.7  

城市道路 

城市中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道路，包括桥梁、涵洞、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3.8  

果壳箱 

设置于道路和公共场所等处供行人丢弃废物的容器。 

3.9  

垃圾桶 

用于投放生活垃圾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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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立体绿化 

充分利用不同的立地条件，选择攀援植物及其它植物栽植并依附或者铺贴于各种建（构）筑物及其

它空间结构上的绿化方式，包括立交桥、建筑墙面、坡面、河道堤岸、屋顶、门庭、花架、棚架、阳台、

廊、柱、栅栏等建（构）筑物上的绿化。 

3.11  

广告设施 

利用户外场所、空间和设施以及公共交通工具等载体或者影响公共空间可视视域设立的，用于发布

广告内容的设施。 

3.12  

非广告设施 

利用建（构）筑物、户外场所和空间设置的，用于识别建筑物名称及其内部单位名称和信息的设施，

主要包括店名招牌、场地指示牌和楼宇标识等。 

3.13  

店名招牌 

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在经营（办公）地借助于建筑物设置的、用于标明单位名称和位置的文字、

图案等非广告设施。 

3.14  

场地指示牌 

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在经营（办公）地设置的，用于指示单位或组织名称和出入口方位等信息的

文字、图案等非广告设施。 

3.15  

楼宇标识 

设置于建筑屋顶或外表面，用于标示所依附建筑物名称的文字、图案等设施。 

3.16  

城市水域 

城市范围内的江河、湖泊、人工景观水体等由水体、滩涂和岸坡组成的区域。 

4 建筑景观 

4.1 建（构）筑物 

4.1.1 现有建（构）筑物应保持外形完好、整洁和美观，符合所在区域街景要求；残破的建（构）筑

物外立面应及时整修，危险房屋和结构严重损坏不能保证使用安全的构筑物，应及时整修或拆除。 

4.1.2 新建、扩建、改建建（构）筑物的设计和建造应注重城市美学，并与周边建筑环境和空间景观

相协调。建筑色彩应与自然环境色彩、地域城乡环境色彩以及建筑功能属性相符，色相不宜采用过多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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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应严格控制色度中的艳度（彩度）要素，不宜使用高艳度色调，主调色宜选用中、高明度及低艳度

色调。 

4.1.3 具有代表性风格和历史价值的建（构）筑物（包括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应设置专门标志，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规划保护，保持原有风貌特色，不得擅自拆除、改建、装饰和装修。 

4.1.4 主要街道两侧、重点区域周边临街建（构）筑物外立面应定期清洗和粉饰，外墙面砖清洗每 2

年不少于 1次，玻璃幕墙清洗每年不少于 1次；建筑外墙涂料应每 5年粉刷 1次，其他材质的，视材质

情况定期粉刷。 

4.1.5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构）筑物设置用地分界，应采用透景围墙、绿篱、栅栏、花

坛（池）、草坪等形式；透景围墙高度不宜超过 2.5m，绿篱高度不宜超过 1.5m，栅栏高度不宜超过 1.6m。 

4.2 建（构）筑物附属设施 

4.2.1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构）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平台、屋顶、外走廊，无垃圾、

杂物或吊挂有碍市容、危及安全的物品。 

4.2.2 建（构）筑物屋顶应保持整洁、美观。屋顶上的电梯机房、水箱间、冷却塔等辅助用房，突出

屋面的通风道、烟囱、装饰构件、通信设施等，应与屋顶造型相协调，并进行隐蔽设置。 

4.2.3 建（构）筑物附属的防盗窗、遮阳（雨）篷、雨水管道、晒衣架、防护栏等应采用不易腐蚀、

变形和脱皮的材料，并保持整洁及正常使用，破损或已丧失功能的应及时修复或拆除。 

4.2.4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筑物上不得安装外挑式防盗窗，同一建筑物上的防盗窗，样式

和色彩宜统一，并与原建筑物相协调。 

4.2.5 空调外机安装应注重安全实用，保持外观整洁；建筑物底层安装空调外机，其下沿高度离地应

不小于 2.5m；二层及以上安装空调外机应安装在窗台外墙距窗台 0.1m以下中央位置；空调冷凝水应接

入专用排水管道，不得直接向建筑物外墙面和室外地面排放；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筑物的空

调外机应隐蔽设置。 

4.2.6 临街建（构）筑物上设置遮阳（雨）篷，不得安装着地柱脚，下沿高度应不小于 2.5m，突出宽

度不超过人行道三分之一，最宽处不大于 1.5m；陈旧污损的遮阳（雨）篷要及时清洗、维修或更换。 

4.2.7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构）筑物上不得擅自设置遮阳（雨）篷，确需设置的，应不

影响绿化和通行，并保持规格一致、色彩协调，符合周边环境和街景要求。 

4.2.8 餐饮业单位应按照 HJ554的规定安装油烟排放管道和净化装置；临街住宅楼外墙不得安装油烟

排放管道和净化装置；油烟排放口不得直接朝向街道和住宅楼；油烟排放污染建（构）筑物外墙的，应

及时清除，恢复外观。 

5 城市道路 

5.1 道路 

5.1.1 城市道路应保持平整、完好，便于通行；路面出现坑洞、碎裂、隆起、溢水、塌陷等情况，应

立即在事发地点设置护栏和安全警示标志，并及时进行修复。 

5.1.2 不得擅自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年内和大修的城市

道路竣工后 3年内不得挖掘。 

5.1.3 城市道路应保持整洁，无垃圾、杂物、粪便、污水，无涂写、张贴、刻画等现象；日常清扫保

洁应按照 DB3302/T 1015的规定，分等级进行保洁质量控制。 

5.1.4 城市道路应定时进行冲洗、清洗等水洗除尘作业；遇气温低于 3℃、台风等不适宜冲洗、清洗

的天气，应暂停冲洗、清洗作业；出现冻雨、降雪等恶劣天气，应及时清除道路积雪、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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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城市道路应按照 GB 50763的规定设置盲道、坡道等无障碍设施；盲道铺设应连续，避开非机动

车停放位置，无任何设施占用或阻断；坡道坡面应平整、防滑、无反光；道缘石应排列整齐，出现破损、

缺失、移位等现象应及时修复。 

5.1.6 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进行售卖、加工、修理、洗车等经营活动，以及堆放物料、搭建建（构）

筑物等行为。 

5.1.7 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和撤除，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情况下，按照道路实际状况施行；

停车泊位、标志、标线的设置应符合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完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按照划定停车

位有序停放，不得随意占用道路。 

5.1.8 道路上行驶的装载砂石、渣土、水泥等散装货物和液体、垃圾、粪便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

覆盖等措施，并保持车容整洁，不得带泥运行、污损路面。 

5.1.9 公益类行业作业车辆，其外观视觉符号应统一，便于识别，符合行业特色。 

5.1.10 道路上设置的各类地下管线井盖、雨箅应保持齐全、完好、正位，无沉降、缺损、破裂或影响

交通和安全的现象；井盖和其基座应标明行业标识，材质应符合国家标准，出现损坏或井盖丢失，应立

即在井口周围设置护栏、警示标志，并及时进行补缺和修复。 

5.2 桥涵 

5.2.1 跨江河桥、立交桥、高架道路、人行天桥、隧道、过街地道、轨道交通地上（下）站点、涵洞

应当保持牢固、整洁，完好；其附属设施应保持洁净、美观，金属主体或构件无锈蚀、残损现象。 

5.2.2 跨江河桥、立交桥、高架道路桥身宜采用垂直绿化或彩化，桥下地面应绿化，无沙土裸露，无

乱搭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5.2.3 人行天桥及各类地下通道应设置扶手、盲道、坡道和无障碍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6 公共设施 

6.1 公共设施应布局合理、设置规范、造型美观、具有本地特色，不得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闲

置或废弃的公共设施应及时拆除，不得随意改作他用。 

6.2 公共设施应标识明显，文字部分采用中文、英文双语，并符合《宁波市公共双语标识英文翻译规

则（试行）》及 GB/T 10001.1的规定。 

6.3 公共设施应定期清洗和维护，保持整洁，无涂写、张贴、刻画、吊挂，无破损、表面脱落现象。 

6.4 人行天桥、人行道出入口、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公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 15米范围内的人行道

不得设置信息亭、报刊亭、阅报栏、宣传栏、公用电话亭、配变电箱、弱电交接箱、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等。 

6.5 信息亭应设置在宽度不小于 3.5m 的人行道上；一般道路人行道同侧间隔应不小于 1000m。 

6.6 报刊亭应设置在宽度不小于 5m的人行道上；一般道路人行道同侧间隔应不小于 500m。 

6.7 阅报栏、宣传栏应根据功能要求及时更新内容；宽度在 3m以下的人行道上不得设置阅报栏、宣传

栏。 

6.8 一般道路人行道上同侧公用电话亭设置间隔应不小于 500m；临近铁路客运站、长途汽车站、医院、

学校等流动人口聚集区的道路人行道上，设置密度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公用电话亭宜采用封闭式造型

和透明材质。 

6.9 配变电箱、弱电交接箱应设置在道路红线外；无条件设置在道路红线外的，宜设置在绿化隔离带

内；无条件设置在绿化隔离带内的，可设置在人行道内，同时应至少保证 1.5m 有效宽度的人行通道，

并应尽量远离路口设置，避免影响停车视距、干扰行人过街；配变电箱设置应加装防护设施，并根据城

市景观需要加以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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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布局选点应符合 DB33/T 898的规定；宽度 5m以下的人行道不应设置公共自

行车停车棚。 

6.11 公交候车亭造型、色彩等要素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线路指示牌应当清晰醒目，方便阅读，无广

告内容，无错别字。 

6.12 交通指示杆、灯杆、电线杆等杆式公共设施，出现损坏、空缺、歪倒，应及时更换、补充和校正。 

6.13 建成区范围内不宜新建通信、电力等架空管线设施，已有的架空管线设施应采取隐蔽措施规范管

理，并逐步改造入地。 

6.14 果壳箱、垃圾桶、垃圾容器间应保持洁净，无垃圾积存；果壳箱应每日清洗，垃圾桶、垃圾容器

间清运作业后，应清洗干净，无垃圾、污水和污迹。 

6.15 果壳箱同侧设置间隔应符合 CJJ 27的规定；公交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公共停车场等公共场

所应设置果壳箱。 

6.16 公共场所果壳箱应采用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垃圾分开投放、收集的分类果壳箱，箱体上应有

明显标识易于识别，标志应符合 GB/T 19095的规定。 

6.17 主次干道沿线不得设置垃圾容器间和垃圾桶。 

6.18 垃圾中转站除臭、消毒设施齐全，场地内外无垃圾、污水积存。 

6.19 新建、改建公共厕所的设计应符合 CJJ 14的规定；公共厕所标识标牌设置，应符合 DB3302/T 1081

的规定；建筑面积不小于 80㎡的公共厕所，应配备母婴室。 

6.20 公共文化、体育健身设施应保持完好、干净，并按照使用年限及时更换、拆除；出现使用故障或

安全隐患应及时修复、拆除或更换。 

6.21 城市雕塑和各类街景小品应体现地域文化元素，其造型、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保持外观完

好。 

7 园林绿化 

7.1 城市绿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标准规范，城市内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的配套绿地应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 

7.2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绿地应布局合理，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绿地宽度应符合《宁波市城市

绿化条例》规定，绿地中种植的树木或其他植物应定期修剪，不妨碍安全视距，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

不影响路灯照明和交通信号信息传递，不影响电力、通讯等架空管线。 

7.3 城市绿地内植物应遵循生物地域性、多样性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合理配置乔木、灌木和地被，

应推广立体绿化，形成季相分明、色彩丰富的城市绿化体系。造型植物、攀缘植物和绿篱，应保持造型

美观。 

7.4 城市绿地不得出现单块面积大于 0.5㎡的泥土裸露现象；花坛（池）、树穴内泥土边顶面应低于

边缘石顶面 0.1m；绿地中模纹花坛、组字应清晰、完整、鲜明，围栏、标牌等设施应完好、整洁。 

7.5 城市绿地中的园路、休闲场地、园林小品及园林建构筑物等景观设施应保持完好，景观水体应水

面干净，水内无杂物。 

7.6 城市绿地应进行日常清理保洁，保持整洁、干净，不得出现晾晒等影响绿地景观的现象；绿地内

应无杂草、杂物和垃圾。 

7.7 城市绿地应定期养护，保持植物生长良好、叶面洁净美观，无明显病虫害；绿化养护管理和自然

灾害所产生的垃圾应及时清理，不得露天焚烧；病死树木要及时补（换）种。 

7.8 城市行道树应排列有序，同一路段树木品种和规格基本一致，无缺株、枯枝、歪斜、死株、残桩；

树穴应无黄土裸露，宜采用地被草坪、碎石等覆盖；不得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捆绑树身，吊挂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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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古树名木应按照《宁波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管理。 

8 广告设施与非广告设施 

8.1 广告设施设置应当符合 CJJ 149和 DB3302/T 1062规定。 

8.2 店名招牌设置应与所处环境及所依附建筑物相协调，规格统一，外观整洁美观，不得影响建筑采

光、通风和消防功能正常使用；同一街区或路段相邻建筑物上设置店名招牌，其材料、体量、色彩、照

明等应整体协调；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设置店名招牌，应整体设计，店名招牌造型多样化，有特色。 

8.3 建筑物底层店名招牌应设置在一层门檐以上、二层窗户下沿；建筑物二层及以上店名招牌宜设置

在层与层之间实墙面上；建筑物三层及以上墙面不宜设置店名招牌；建筑物屋顶禁止设置店名招牌；建

筑物底层出入口雨棚上方设置店名招牌，应采用镂空字形式。 

8.4 医院、公厕、银行、药店、彩票售卖点等具有便民公益性质行业可在建筑物底层设置垂直墙面灯

箱式店名招牌，设置高度不得超过二层窗户下沿，外挑距离不得大于 0.5m，边长不得大于 0.7m，厚度

不得大于 0.3m。 

8.5 店名招牌不得采用电子显示屏形式设置；居住小区商业裙房设置店名招牌，不得采用霓虹灯等高

亮光源和动态光源的照明方式。 

8.6 滚动字幕 LED 可用于商家自身服务信息宣传，应设置在建筑物底层平行墙面店名招牌下方，宽度

不得超过其上部平行墙面店名招牌的宽度，高度不得超过 0.3m，下沿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2 m；滚动字幕

LED 应采用单色纯文字显示方式。 

8.7 场地指示牌应设置在建（构）筑物所在用地红线范围内，设置距离不得超过建（构）筑物 20米范

围；道路红线范围内，不得设置场地指示牌。 

8.8 场地指示牌厚度不得大于 0.3m，展示部分距离地面不得小于 0.8m；竖向设置场地指示牌，高度不

得大于 6m，宽度不得大于 1.3m；横向设置场地指示牌，高度不得大于 3m，宽度不得大于 4m。 

8.9 楼宇标识应平行设置在建筑物墙面、屋顶或底层出入口雨棚上方等位置，采用镂空字或镂空图案

形式；一幢建筑物不得设置二个及以上名称的楼宇标识。 

8.10 楼宇标识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屋顶，高度不得大于 2m；楼宇标识设置在高层建筑物屋顶，高度不

得大于 4m；车站、机场等公共交通建筑物为满足公共导向性需求，可适当放大楼宇标识尺寸。 

9 城市照明 

9.1 城市照明设置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交通流量，按照

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对不同区域的照明效果提出要求，体现城市夜间空间形态和结构。 

9.2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建（构）筑物上的照明设施应与建设工程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

步投入使用；灯形外观设计、选择应与被照明对象及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被照明对象的特征及功能。 

9.3 城市功能照明应保证居民夜晚出行、生活安全以及视觉的舒适性，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地下

通道、人行天桥及公园、绿地、广场、住宅区必须设置功能照明，其装灯率应达到 100%，照明相关指

标应符合国家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9.4 城市功能照明灯杆应沿路缘石安装，为驾驶员提供良好的诱导性；机动车道灯具高度应＞6米，

并采用截光型或半截光型灯具。 

9.5 城市功能照明应每天启闭，启闭时间应根据季节、天空亮度及时修正；隧道、地下通道内白天平

均照度低于 50lx 应设置 24 小时不间断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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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城市主要道路、江河、互通立交、出入口两侧的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及繁华商业区、城市广场、

重要体育文化场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景观雕塑等应当设置景观照明，并按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

的要求进行启闭，遇台风、暴雨、中度及以上雾霾等恶劣天气时应停用。 

9.7 城市景观照明应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分级控制，相关指标应符合国家城市夜景照明设计标准且

与周边光环境相适应；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应控制外溢光及杂散光，避免形成光污染。 

9.8 城市照明设施的设置应兼顾夜晚照明及白昼景观，功能照明其灯杆表面颜色宜为深灰色，固定法

兰及螺丝应低于路面铺装或绿化泥土；建（构）筑物上安装的景观照明设施应隐蔽安装并与安装部位保

持同色。 

9.9 城市照明设施应保持整洁、完好，并定期维护保养，设施完好率、亮灯率应达到 98%以上，照明

相关指标应维持在国家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以上或原景观照明设计效果；设施外表出现污损、油漆退

色或剥落等应进行重新涂装；出现故障、缺损或照度下降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9.10 城市功能照明设施上禁止设置电力及通讯线缆、悬挂或张贴商业广告等行为；禁止利用建筑物景

观照明插播商业广告及其他有损城市形象的视频、图案或文字。 

9.11 城市照明应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应采用高效、节能、美观的照明灯具及光源。 

10 城市水域 

10.1 城市水域应力求自然、生态，并与周围人文景观相协调。水面应保持清洁，无垃圾、粪便、油污、

动物尸体、水生植物等漂浮废物；水体应无恶臭、无异色、无异味，不得超标排放污水。 

10.2 岸坡应保持整洁完好，无破损，无堆放垃圾，无违章建筑和堆放杂物；规定控制范围不得有从事

污染水体的餐饮、食品加工、洗染等经营活动，严禁设置家畜、家禽等养殖场。 

10.3 城市河道的规划和建设，应当满足防洪排涝、蓄水调水、通航等基本功能要求；不得擅自在河道

内设置阻水障碍物，经批准设置的临时阻水障碍物，工程结束后应按规定期限清除，恢复河道畅通。 

10.4 城市河道中的各类船舶和航道设施应保持整洁、完好，配置足够的环卫设施，不得将产生的垃圾、

粪便、污水等废弃物排入水体。 

10.5 船舶装运垃圾、粪便和易飞扬散装货物时，应密闭加盖，无裸露现象；不得在城市河道中弃置废

船或倾倒垃圾、渣土、煤灰、泥浆和其他废弃物。 

10.6 城市河道驳岸应保持完好无缺损，并具有地域特色；河道两岸、水面周围应进行绿化，保持环境

优美；河岸建（构）筑物应与河道景观相协调；沿河绿化休闲设施应安全、整洁、完好。 

10.7 城市景观河道的建设和养护应符合《宁波市城市景观河道建设和管理规范》规定，不得游泳、洗

涤、垂钓，无定置渔网、渔箱、网簖。 

11 公共场所 

11.1 公共场所及周边环境应整洁、干净、有序，无违章设摊、占道经营、吊挂、晾晒、搭建，无人员

露宿和乞讨，无垃圾、污水、痰迹等污物，果壳箱、垃圾桶应做到日产日清，无满溢现象；沿街单位、

经营户和住户应实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保持整洁卫生，无跨门营业，不影响周围环境。 

11.2 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放点应规范设置、合理布局，车辆停放整齐。 

11.3 轨道交通站点、公共交通首末站、铁路客运站、长途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出入口周围 5m范围内，

无堆放杂物、停放车辆、揽客拉客或其他堵塞通道、妨碍通行和救援疏散等现象。 

11.4 经批准在公共场所举办节庆、文化、体育、宣传、商业等活动，应按审批要求，在指定时间、地

点进行；组织方应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及时清理活动产生垃圾、污水等废弃物，并保持活动场地和周围

环境整洁，不得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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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经批准设置的各类便民服务点，应按照审批要求，定时定点，规范经营；应自备垃圾收集容器，

并保持地面整洁、干净。 

11.6 集贸市场内应合理设置经营设施及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容器等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应达到 CJJ 

14中规定的二类标准，并保持干净、整洁、卫生。 

11.7 洗车场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设立，不得占用城市道路作业；场地内部地面硬化，设有污水处理和

泥沙沉淀设施，污水应排入城市污水管道，并保持排水畅通。 

12 居住区 

12.1 居住区的整体环境应整洁、舒适和美观，体现地方特色，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12.2 居住区内建筑物设置防盗门窗、遮阳雨棚等应规格统一，不宜采用外挑式防盗窗；建（构）筑物

外墙及公共区域墙面应保持洁净，无明显脱落和污迹，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 

12.3 居住区内道路路面应干净整洁、完好通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无乱搭建、占道设摊、

乱堆杂物等现象；道路排水设施应畅通，无堵塞。 

12.4 居住区内座椅、凉亭、书报亭 

12.5 、邮箱、阅报栏、变电箱、弱电交接箱、消防栓等公共设施应规范设置，布局合理，整洁完好。 

12.6 居住区的垃圾房、垃圾压缩收集站、公共厕所等应规范设置，定期保洁和维护。 

12.7 居住区内应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垃圾桶应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及有害垃

圾四类，标志应符合 GB/T 19095规定。 

12.8 居住区内公共娱乐、健身休闲、绿化等场所无地面垃圾、积留污水，无乱晾晒、乱吊挂；各类娱

乐健身设施整洁、完好，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更新、修复或拆除。 

12.9 居住区内架设的各类管线，应符合 GB 50180的规定，不得乱拉乱设。 

12.10 居住区的各种广告设施、导向牌、标志牌和示意地图应规范设置、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高度

不得大于 2.2m。 

12.11 居住区内的绿化植物配置，应具有地域特色，以乡土树种为主，并坚持多样化原则；绿地内的

花草、乔灌木等植物应生长良好，无明显虫害，无死树；不得破坏绿化、违章搭建或种植农作物；不得

随意变更绿化用地性质，挪作他用。 

12.12 居住区内不得利用居住建筑从事石材、铝合金、防盗窗和木器等经营加工活动，禁止改变住宅

使用性质开设饭店、旅馆、休闲中心和歌（舞）厅等娱乐经营场所。 

12.13 居住区内禁止饲养家畜、家禽；居民饲养宠物、信鸽等不得污染环境。 

13 建筑工地 

13.1 建筑工地实行封闭施工，工地周边应设置高度统一、牢固安全的围挡（墙）遮挡，并设有夜间照

明装置，设置在主要道路两侧和重点区域高度不得小于 2.5m，其他区域高度不得小于 2m。 

13.2 建筑工地出入口 5m内及主要道路应进行混凝土硬化处理，并配备车辆清洗、照明、消防等设施

设备；应设置排水沟（管）网和泥浆沉淀池，施工材料应整齐堆放，并采取遮盖等防尘措施；工地醒目

处应设置内容全面、详细、准确的消防保卫、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工程概况和施工工地总

平面图等标牌。 

13.3 建筑工地应当设置符合规定的临时厕所、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并建立清扫保洁制度，

保持工地环境整洁，不得直接将粪便排入下水道或河道，不得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放；工程结束后，

应及时拆除围挡、恢复现场，并清运、处置建筑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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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建筑工地围挡（墙）、施工使用临时住房外墙面不得有污迹，无张贴、涂画、刻画等现象；工地

宜适当种植绿化植物，美化环境。 

13.5 建筑工地距离住宅、医院、学校等建筑物不足 5m，应设置具有降噪功能的围挡；易产生噪音的

作业设备应设置在工地中远离居民区一侧位置，并在设有隔音功能的临时房（棚）内操作；进行电焊作

业或夜间施工使用灯光照明，应采取有效遮光措施。 

13.6 建筑工地应采用洒水、清扫、冲洗运输车辆等措施，防止尘土飞扬、污水流溢、污染道路；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当采取防止建筑垃圾沿途抛、撒、滴、漏的封闭措施。 

13.7 市政设施、道路挖掘工地围挡高度不得低于 1.8m；日常作业应采用洒水等措施控制尘土飞扬。 

13.8 储备或待建用地，临街一侧应设置围挡（墙），围挡（墙）高度不得低于 2.5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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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筑物附属设施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构）筑物的阳台外、窗外、平台、屋顶、外走廊，无垃圾、杂物或吊挂有碍市容、危及安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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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外机安装应注重安全实用，保持外观整洁；建筑物底层安装空调外机，其下沿高度离地应不小于2.5m；二层及以上安装空调外机应安装在窗台外墙距窗台0.1m以下中央位置；空调冷凝水应接入专用排水管道，不得直接向建筑物外墙面和室外地面排放；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筑物的空调外机应隐蔽设置。
	临街建（构）筑物上设置遮阳（雨）篷，不得安装着地柱脚，下沿高度应不小于2.5m，突出宽度不超过人行道三分之一，最宽处不大于1.5m；陈旧污损的遮阳（雨）篷要及时清洗、维修或更换。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临街建（构）筑物上不得擅自设置遮阳（雨）篷，确需设置的，应不影响绿化和通行，并保持规格一致、色彩协调，符合周边环境和街景要求。
	餐饮业单位应按照HJ554的规定安装油烟排放管道和净化装置；临街住宅楼外墙不得安装油烟排放管道和净化装置；油烟排放口不得直接朝向街道和住宅楼；油烟排放污染建（构）筑物外墙的，应及时清除，恢复外观。


	城市道路
	道路
	城市道路应保持平整、完好，便于通行；路面出现坑洞、碎裂、隆起、溢水、塌陷等情况，应立即在事发地点设置护栏和安全警示标志，并及时进行修复。
	不得擅自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和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
	城市道路应保持整洁，无垃圾、杂物、粪便、污水，无涂写、张贴、刻画等现象；日常清扫保洁应按照DB3302/T 1015的规定，分等级进行保洁质量控制。
	城市道路应定时进行冲洗、清洗等水洗除尘作业；遇气温低于3℃、台风等不适宜冲洗、清洗的天气，应暂停冲洗、清洗作业；出现冻雨、降雪等恶劣天气，应及时清除道路积雪、冰冻。
	城市道路应按照GB 50763的规定设置盲道、坡道等无障碍设施；盲道铺设应连续，避开非机动车停放位置，无任何设施占用或阻断；坡道坡面应平整、防滑、无反光；道缘石应排列整齐，出现破损、缺失、移位等现象应及时修复。
	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进行售卖、加工、修理、洗车等经营活动，以及堆放物料、搭建建（构）筑物等行为。
	城市道路停车泊位的设置和撤除，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情况下，按照道路实际状况施行；停车泊位、标志、标线的设置应符合国家标准，并保持清晰、完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按照划定停车位有序停放，不得随意占用道路。
	道路上行驶的装载砂石、渣土、水泥等散装货物和液体、垃圾、粪便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覆盖等措施，并保持车容整洁，不得带泥运行、污损路面。
	公益类行业作业车辆，其外观视觉符号应统一，便于识别，符合行业特色。
	道路上设置的各类地下管线井盖、雨箅应保持齐全、完好、正位，无沉降、缺损、破裂或影响交通和安全的现象；井盖和其基座应标明行业标识，材质应符合国家标准，出现损坏或井盖丢失，应立即在井口周围设置护栏、警示标志，并及时进行补缺和修复。

	桥涵
	跨江河桥、立交桥、高架道路、人行天桥、隧道、过街地道、轨道交通地上（下）站点、涵洞应当保持牢固、整洁，完好；其附属设施应保持洁净、美观，金属主体或构件无锈蚀、残损现象。
	跨江河桥、立交桥、高架道路桥身宜采用垂直绿化或彩化，桥下地面应绿化，无沙土裸露，无乱搭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人行天桥及各类地下通道应设置扶手、盲道、坡道和无障碍电梯等无障碍设施。


	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应布局合理、设置规范、造型美观、具有本地特色，不得影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闲置或废弃的公共设施应及时拆除，不得随意改作他用。
	公共设施应标识明显，文字部分采用中文、英文双语，并符合《宁波市公共双语标识英文翻译规则（试行）》及GB/T 10001.1的规定。
	公共设施应定期清洗和维护，保持整洁，无涂写、张贴、刻画、吊挂，无破损、表面脱落现象。
	人行天桥、人行道出入口、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公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15米范围内的人行道不得设置信息亭、报刊亭、阅报栏、宣传栏、公用电话亭、配变电箱、弱电交接箱、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等。
	信息亭应设置在宽度不小于3.5m的人行道上；一般道路人行道同侧间隔应不小于1000m。
	报刊亭应设置在宽度不小于5m的人行道上；一般道路人行道同侧间隔应不小于500m。
	阅报栏、宣传栏应根据功能要求及时更新内容；宽度在3m以下的人行道上不得设置阅报栏、宣传栏。
	一般道路人行道上同侧公用电话亭设置间隔应不小于500m；临近铁路客运站、长途汽车站、医院、学校等流动人口聚集区的道路人行道上，设置密度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公用电话亭宜采用封闭式造型和透明材质。
	配变电箱、弱电交接箱应设置在道路红线外；无条件设置在道路红线外的，宜设置在绿化隔离带内；无条件设置在绿化隔离带内的，可设置在人行道内，同时应至少保证1.5m有效宽度的人行通道，并应尽量远离路口设置，避免影响停车视距、干扰行人过街；配变电箱设置应加装防护设施，并根据城市景观需要加以装饰。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布局选点应符合DB33/T 898的规定；宽度5m以下的人行道不应设置公共自行车停车棚。
	公交候车亭造型、色彩等要素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线路指示牌应当清晰醒目，方便阅读，无广告内容，无错别字。
	交通指示杆、灯杆、电线杆等杆式公共设施，出现损坏、空缺、歪倒，应及时更换、补充和校正。
	建成区范围内不宜新建通信、电力等架空管线设施，已有的架空管线设施应采取隐蔽措施规范管理，并逐步改造入地。
	果壳箱、垃圾桶、垃圾容器间应保持洁净，无垃圾积存；果壳箱应每日清洗，垃圾桶、垃圾容器间清运作业后，应清洗干净，无垃圾、污水和污迹。
	果壳箱同侧设置间隔应符合CJJ 27的规定；公交车站点、轨道交通站点、公共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应设置果壳箱。
	公共场所果壳箱应采用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垃圾分开投放、收集的分类果壳箱，箱体上应有明显标识易于识别，标志应符合GB/T 19095的规定。
	主次干道沿线不得设置垃圾容器间和垃圾桶。
	垃圾中转站除臭、消毒设施齐全，场地内外无垃圾、污水积存。
	新建、改建公共厕所的设计应符合CJJ 14的规定；公共厕所标识标牌设置，应符合DB3302/T 1081的规定；建筑面积不小于80㎡的公共厕所，应配备母婴室。
	公共文化、体育健身设施应保持完好、干净，并按照使用年限及时更换、拆除；出现使用故障或安全隐患应及时修复、拆除或更换。
	城市雕塑和各类街景小品应体现地域文化元素，其造型、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保持外观完好。

	园林绿化
	城市绿地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关标准规范，城市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配套绿地应与建设项目同步实施。
	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的绿地应布局合理，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绿地宽度应符合《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规定，绿地中种植的树木或其他植物应定期修剪，不妨碍安全视距，不影响车辆、行人通行，不影响路灯照明和交通信号信息传递，不影响电力、通讯等架空管线。
	城市绿地内植物应遵循生物地域性、多样性原则，以乡土树种为主，合理配置乔木、灌木和地被，应推广立体绿化，形成季相分明、色彩丰富的城市绿化体系。造型植物、攀缘植物和绿篱，应保持造型美观。
	城市绿地不得出现单块面积大于0.5㎡的泥土裸露现象；花坛（池）、树穴内泥土边顶面应低于边缘石顶面0.1m；绿地中模纹花坛、组字应清晰、完整、鲜明，围栏、标牌等设施应完好、整洁。
	城市绿地中的园路、休闲场地、园林小品及园林建构筑物等景观设施应保持完好，景观水体应水面干净，水内无杂物。
	城市绿地应进行日常清理保洁，保持整洁、干净，不得出现晾晒等影响绿地景观的现象；绿地内应无杂草、杂物和垃圾。
	城市绿地应定期养护，保持植物生长良好、叶面洁净美观，无明显病虫害；绿化养护管理和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垃圾应及时清理，不得露天焚烧；病死树木要及时补（换）种。
	城市行道树应排列有序，同一路段树木品种和规格基本一致，无缺株、枯枝、歪斜、死株、残桩；树穴应无黄土裸露，宜采用地被草坪、碎石等覆盖；不得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捆绑树身，吊挂物品。
	古树名木应按照《宁波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管理。

	广告设施与非广告设施
	广告设施设置应当符合CJJ 149和DB3302/T 1062规定。
	店名招牌设置应与所处环境及所依附建筑物相协调，规格统一，外观整洁美观，不得影响建筑采光、通风和消防功能正常使用；同一街区或路段相邻建筑物上设置店名招牌，其材料、体量、色彩、照明等应整体协调；主要街道两侧和重点区域设置店名招牌，应整体设计，店名招牌造型多样化，有特色。
	建筑物底层店名招牌应设置在一层门檐以上、二层窗户下沿；建筑物二层及以上店名招牌宜设置在层与层之间实墙面上；建筑物三层及以上墙面不宜设置店名招牌；建筑物屋顶禁止设置店名招牌；建筑物底层出入口雨棚上方设置店名招牌，应采用镂空字形式。
	医院、公厕、银行、药店、彩票售卖点等具有便民公益性质行业可在建筑物底层设置垂直墙面灯箱式店名招牌，设置高度不得超过二层窗户下沿，外挑距离不得大于0.5m，边长不得大于0.7m，厚度不得大于0.3m。
	店名招牌不得采用电子显示屏形式设置；居住小区商业裙房设置店名招牌，不得采用霓虹灯等高亮光源和动态光源的照明方式。
	滚动字幕LED可用于商家自身服务信息宣传，应设置在建筑物底层平行墙面店名招牌下方，宽度不得超过其上部平行墙面店名招牌的宽度，高度不得超过0.3m，下沿净空高度不得小于2 m；滚动字幕LED应采用单色纯文字显示方式。
	场地指示牌应设置在建（构）筑物所在用地红线范围内，设置距离不得超过建（构）筑物20米范围；道路红线范围内，不得设置场地指示牌。
	场地指示牌厚度不得大于0.3m，展示部分距离地面不得小于0.8m；竖向设置场地指示牌，高度不得大于6m，宽度不得大于1.3m；横向设置场地指示牌，高度不得大于3m，宽度不得大于4m。
	楼宇标识应平行设置在建筑物墙面、屋顶或底层出入口雨棚上方等位置，采用镂空字或镂空图案形式；一幢建筑物不得设置二个及以上名称的楼宇标识。
	楼宇标识设置在多层建筑物屋顶，高度不得大于2m；楼宇标识设置在高层建筑物屋顶，高度不得大于4m；车站、机场等公共交通建筑物为满足公共导向性需求，可适当放大楼宇标识尺寸。

	城市照明
	城市照明设置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结合城市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条件、交通流量，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对不同区域的照明效果提出要求，体现城市夜间空间形态和结构。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建（构）筑物上的照明设施应与建设工程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入使用；灯形外观设计、选择应与被照明对象及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被照明对象的特征及功能。
	城市功能照明应保证居民夜晚出行、生活安全以及视觉的舒适性，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及公园、绿地、广场、住宅区必须设置功能照明，其装灯率应达到100%，照明相关指标应符合国家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城市功能照明灯杆应沿路缘石安装，为驾驶员提供良好的诱导性；机动车道灯具高度应＞6米，并采用截光型或半截光型灯具。
	城市功能照明应每天启闭，启闭时间应根据季节、天空亮度及时修正；隧道、地下通道内白天平均照度低于50lx应设置24小时不间断照明。
	城市主要道路、江河、互通立交、出入口两侧的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及繁华商业区、城市广场、重要体育文化场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景观雕塑等应当设置景观照明，并按照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启闭，遇台风、暴雨、中度及以上雾霾等恶劣天气时应停用。
	城市景观照明应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分级控制，相关指标应符合国家城市夜景照明设计标准且与周边光环境相适应；城市景观照明设施应控制外溢光及杂散光，避免形成光污染。
	城市照明设施的设置应兼顾夜晚照明及白昼景观，功能照明其灯杆表面颜色宜为深灰色，固定法兰及螺丝应低于路面铺装或绿化泥土；建（构）筑物上安装的景观照明设施应隐蔽安装并与安装部位保持同色。
	城市照明设施应保持整洁、完好，并定期维护保养，设施完好率、亮灯率应达到98%以上，照明相关指标应维持在国家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以上或原景观照明设计效果；设施外表出现污损、油漆退色或剥落等应进行重新涂装；出现故障、缺损或照度下降时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城市功能照明设施上禁止设置电力及通讯线缆、悬挂或张贴商业广告等行为；禁止利用建筑物景观照明插播商业广告及其他有损城市形象的视频、图案或文字。
	城市照明应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应采用高效、节能、美观的照明灯具及光源。

	城市水域
	城市水域应力求自然、生态，并与周围人文景观相协调。水面应保持清洁，无垃圾、粪便、油污、动物尸体、水生植物等漂浮废物；水体应无恶臭、无异色、无异味，不得超标排放污水。
	岸坡应保持整洁完好，无破损，无堆放垃圾，无违章建筑和堆放杂物；规定控制范围不得有从事污染水体的餐饮、食品加工、洗染等经营活动，严禁设置家畜、家禽等养殖场。
	城市河道的规划和建设，应当满足防洪排涝、蓄水调水、通航等基本功能要求；不得擅自在河道内设置阻水障碍物，经批准设置的临时阻水障碍物，工程结束后应按规定期限清除，恢复河道畅通。
	城市河道中的各类船舶和航道设施应保持整洁、完好，配置足够的环卫设施，不得将产生的垃圾、粪便、污水等废弃物排入水体。
	船舶装运垃圾、粪便和易飞扬散装货物时，应密闭加盖，无裸露现象；不得在城市河道中弃置废船或倾倒垃圾、渣土、煤灰、泥浆和其他废弃物。
	城市河道驳岸应保持完好无缺损，并具有地域特色；河道两岸、水面周围应进行绿化，保持环境优美；河岸建（构）筑物应与河道景观相协调；沿河绿化休闲设施应安全、整洁、完好。
	城市景观河道的建设和养护应符合《宁波市城市景观河道建设和管理规范》规定，不得游泳、洗涤、垂钓，无定置渔网、渔箱、网簖。

	公共场所
	公共场所及周边环境应整洁、干净、有序，无违章设摊、占道经营、吊挂、晾晒、搭建，无人员露宿和乞讨，无垃圾、污水、痰迹等污物，果壳箱、垃圾桶应做到日产日清，无满溢现象；沿街单位、经营户和住户应实行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保持整洁卫生，无跨门营业，不影响周围环境。
	机动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放点应规范设置、合理布局，车辆停放整齐。
	轨道交通站点、公共交通首末站、铁路客运站、长途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出入口周围5m范围内，无堆放杂物、停放车辆、揽客拉客或其他堵塞通道、妨碍通行和救援疏散等现象。
	经批准在公共场所举办节庆、文化、体育、宣传、商业等活动，应按审批要求，在指定时间、地点进行；组织方应设置环境卫生设施，及时清理活动产生垃圾、污水等废弃物，并保持活动场地和周围环境整洁，不得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
	经批准设置的各类便民服务点，应按照审批要求，定时定点，规范经营；应自备垃圾收集容器，并保持地面整洁、干净。
	集贸市场内应合理设置经营设施及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容器等环卫设施，公共厕所应达到CJJ 14中规定的二类标准，并保持干净、整洁、卫生。
	洗车场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设立，不得占用城市道路作业；场地内部地面硬化，设有污水处理和泥沙沉淀设施，污水应排入城市污水管道，并保持排水畅通。

	居住区
	居住区的整体环境应整洁、舒适和美观，体现地方特色，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居住区内建筑物设置防盗门窗、遮阳雨棚等应规格统一，不宜采用外挑式防盗窗；建（构）筑物外墙及公共区域墙面应保持洁净，无明显脱落和污迹，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
	居住区内道路路面应干净整洁、完好通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有序，无乱搭建、占道设摊、乱堆杂物等现象；道路排水设施应畅通，无堵塞。
	居住区内座椅、凉亭、书报亭
	、邮箱、阅报栏、变电箱、弱电交接箱、消防栓等公共设施应规范设置，布局合理，整洁完好。
	居住区的垃圾房、垃圾压缩收集站、公共厕所等应规范设置，定期保洁和维护。
	居住区内应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垃圾桶应分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四类，标志应符合GB/T 19095规定。
	居住区内公共娱乐、健身休闲、绿化等场所无地面垃圾、积留污水，无乱晾晒、乱吊挂；各类娱乐健身设施整洁、完好，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更新、修复或拆除。
	居住区内架设的各类管线，应符合GB 50180的规定，不得乱拉乱设。
	居住区的各种广告设施、导向牌、标志牌和示意地图应规范设置、布局合理、整洁美观，高度不得大于2.2m。
	居住区内的绿化植物配置，应具有地域特色，以乡土树种为主，并坚持多样化原则；绿地内的花草、乔灌木等植物应生长良好，无明显虫害，无死树；不得破坏绿化、违章搭建或种植农作物；不得随意变更绿化用地性质，挪作他用。
	居住区内不得利用居住建筑从事石材、铝合金、防盗窗和木器等经营加工活动，禁止改变住宅使用性质开设饭店、旅馆、休闲中心和歌（舞）厅等娱乐经营场所。
	居住区内禁止饲养家畜、家禽；居民饲养宠物、信鸽等不得污染环境。

	建筑工地
	建筑工地实行封闭施工，工地周边应设置高度统一、牢固安全的围挡（墙）遮挡，并设有夜间照明装置，设置在主要道路两侧和重点区域高度不得小于2.5m，其他区域高度不得小于2m。
	建筑工地出入口5m内及主要道路应进行混凝土硬化处理，并配备车辆清洗、照明、消防等设施设备；应设置排水沟（管）网和泥浆沉淀池，施工材料应整齐堆放，并采取遮盖等防尘措施；工地醒目处应设置内容全面、详细、准确的消防保卫、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工程概况和施工工地总平面图等标牌。
	建筑工地应当设置符合规定的临时厕所、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收集容器，并建立清扫保洁制度，保持工地环境整洁，不得直接将粪便排入下水道或河道，不得将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放；工程结束后，应及时拆除围挡、恢复现场，并清运、处置建筑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建筑工地围挡（墙）、施工使用临时住房外墙面不得有污迹，无张贴、涂画、刻画等现象；工地宜适当种植绿化植物，美化环境。
	建筑工地距离住宅、医院、学校等建筑物不足5m，应设置具有降噪功能的围挡；易产生噪音的作业设备应设置在工地中远离居民区一侧位置，并在设有隔音功能的临时房（棚）内操作；进行电焊作业或夜间施工使用灯光照明，应采取有效遮光措施。
	建筑工地应采用洒水、清扫、冲洗运输车辆等措施，防止尘土飞扬、污水流溢、污染道路；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应当采取防止建筑垃圾沿途抛、撒、滴、漏的封闭措施。
	市政设施、道路挖掘工地围挡高度不得低于1.8m；日常作业应采用洒水等措施控制尘土飞扬。
	储备或待建用地，临街一侧应设置围挡（墙），围挡（墙）高度不得低于2.5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