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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交评定义】本细则所称交通影响评价（简称“交

评”），是指对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实施可能造成的交通影

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通影响

的对策和措施，优化调整交通资源配置和组织，使土地使用

与交通运行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制度。 

第二条 【编制目的】为规范交通影响评价编制与管理工

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昆山市

的具体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三条 【编制依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必须以已批准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含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近期实

施方案）、交通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为依据，符合

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传导要求，不得违反控制性详细规划强制

性内容。 

第四条 【适用范围】本细则适用于昆山市行政范围内新

建、改建、扩建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编制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阶段划分】交通影响评价分为建设项目规划选

址阶段或地块规划条件核提阶段交通影响评价（以下简称

“预交评”）、建设项目方案设计阶段交通影响评价（以下

简称“报建交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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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交评效力】交通影响评价成果报告的结论应当

分为强制性措施和指导性建议。强制性措施是保证项目交通

影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应由建设单位落实；指导性建议包

括对项目内部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推荐采取的措施与方

法，可作为片区交通规划编制、交通改善措施实施的重要参

考。 

第二章 启动条件 

第七条 【预交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同步开展预交

评。 

表 1 预交评启动阈值 

类型 

区位 

启动阈值 

住宅（T01） 
商业类（T02）、服务类

（T03）、办公类（T04） 

一类区 建筑规模≥6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3 万平方米 

二类区 建筑规模≥9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6 万平方米 

三类区 建筑规模≥15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9 万平方米 

场馆与园林类（T05）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300个及以上 

医疗类（T06） 所有二级及以上医院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学校类（T07） 所有单独报建的学校 

交通类（T08） 
交通枢纽、客货运场站、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以及机动车停车

位为 300个及以上的公共停车场等项目 

工业类（T09） 
用地规模为 20公顷及以上的工业、仓储项目，以及新增机动车停

车位数量 300个及以上的工改 Ma项目 

混合类（T10） 
总建筑规模或指标达到项目所含建设项目分类（T01-T09,T11）中

任一类的启动阈值 

其他类（T11） 

需要在城市主干路及以上道路一侧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的所有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 

轨道站点或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项目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为需要在建设项目选址阶段或地块规划条件核

提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 

注：①建筑规模计算方法：建筑规模=用地面积×容积率；②一、二、三类区划分参见当前

执行的《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第八条 【报建交评】符合下列条件的拟建（新建、改建

和扩建）永久性和临时性建设项目，在审查建设项目规划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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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案前，应开展报建交评。 

表 2报建交评启动阈值 

类型 

区位 

启动阈值 

住宅（T01） 
商业类（T02）、服务（T03）、办

公类（T04） 

一类区 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1万平方米 

二类区 建筑规模≥3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2万平方米 

三类区 建筑规模≥5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3万平方米 

场馆与园林类（T05）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100个及以上 

医疗类（T06） 所有二级及以上医院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学校类（T07） 所有单独报建的学校 

交通类（T08） 
交通枢纽、客货运场站、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以及机动车停

车位为 100个及以上的公共停车场等项目 

工业类（T09） 
用地规模为 10公顷及以上的所有工业、仓储项目，以及所有工改

Ma 项目 

混合类（T10） 
总建筑规模或指标达到项目所含建设项目分类（T01-T09,T11）中 

任一类的启动阈值 

其他类（T11） 

需要在城市主干路及以上道路一侧设置机动车出入口的所有新

建、改建、扩建项目 

轨道站点或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项目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认为需要在建设项目方案设计阶段进行交通影

响评价的项目 

注：①建筑规模指建设项目计容建筑面积；②一、二、三类区划分参见当前执行的《昆山市

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第三章 管理、审查部门与职责 

第九条 【主管部门】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会同

公安、交通、住建、城管等相关部门，依法组织开展交通影

响评价成果审查和管理，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协作，并

负责组织编制、修订本市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第十条 【审查部门与职责】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或区

镇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按照“谁负责方案批复，谁组织交评审

查”的原则，组织交评审查。根据交评不同阶段和建设项目

特点，可联合公安、交通、住建、城管等部门实行部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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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重难点项目应邀请权威专家联合审查。 

第十一条 【审查流程】交通影响评价成果编制完成后，

组织编制部门或项目建设或使用单位应当向交评审查部门

提出审查申请，并附送交通影响评价成果等相关材料。 

第四章 编制要求 

第十二条 【组织编制】预交评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或区镇规划主管部门在土地划拨或出让前与建设项目规划

选址论证、城市设计、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制定同步组织

编制。报建交评由项目建设或使用单位组织编制。 

第十三条 【编制内容】交通影响评价内容应包括项目

概述、现状分析、规划符合性分析、交通需求分析、交通影

响程度评价、改善措施、结论与建议等七个部分。 

（一）预交评，重点评价项目建设必要性、规划符合

性、规划选址或规划条件的可行性，针对地块开发强度、

业态比例、周边路网、出入口、公共交通设施、停车场

（库）、配建停车位、地下交通等相关要素进行校核评

估。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项目应对其出入口、到发车位、车

行通道、配建停车位等相关要素单独进行校核评估。预交

评成果提出的强制性措施应纳入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

或地块规划条件。 

（二）报建交评，重点对建设项目总平面布局、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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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通道、停车配建与布局、内外部交通组织等相关要素进

行综合评价。报建交评成果应作为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

查的依据之一，提出的强制性措施应在建设项目设计方案中

予以完全落实。 

第五章 从业单位管理 

第十四条 【从业单位管理】在本市承担交通影响评价

工作的从业单位需具备城乡规划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设

有交通规划专业并具备交通规划设计专业技术力量的院校。

符合条件的从业单位应主动加入昆山市政务服务中介超市。 

第十五条 【从业单位考核】从业单位对其编制的交通

影响评价报告承担相应责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相关

部门对交通影响评价的从业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并实行信用

管理，将有关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十六条 【违规处罚】从业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存在弄

虚作假、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将通过网络等方式公开通报从业单位违规情况，并自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底，不再采信该单位编

制的交评报告。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的，依法进行处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因工程建设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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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施等情况需要长时间占用、挖掘道路，经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认定需要开展占道施工期交通影响评价的工程项

目，其编制和管理要求参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出台的相

关要求执行。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 2022年 6 月 6 日起实施。2015 年发

布的《昆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编制与管理细则》（昆规[2015]13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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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工作流程 

预交评、报建交评由组织编制部门或单位按照昆山市规划管理改

革方案要求，向交评审查部门提出审查申请，并附送交通影响评价征

求意见稿等相关材料。初步审核通过后，审查部门应按表 1要求，核

查是否需要邀请专家参与交通影响评价联合审查工作，项目建筑规模

满足表 1中启动阈值的，应邀请 2名及以上专家进行专家联审。区镇

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组织部门联审或专家联审的，应将最终结论上报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表 1 需邀请专家参与交评联审的项目 

类型 

区位 

启动阈值（万平方米） 

住宅（T01） 
商业类（T02）、服务类（T03）、办公

类（T04） 

一类区 建筑规模≥14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8万平方米 

二类区 建筑规模≥14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10万平方米 

三类区 建筑规模≥16万平方米 建筑规模≥10万平方米 

场馆与园林类（T05）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1000个及以上 

医疗类（T06） 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1500个及以上 

学校类（T07） 48班及以上的新建、改建、扩建中小学校 

交通类（T08） 
重要对外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设施（线路、站点、车辆段），或停

车位数量≥1000个的公共停车场等项目 

工业类（T09） 
用地规模为 30公顷及以上的工业、仓储项目，以及新增停车位数

量 1000个及以上的工改 Ma项目 

混合类（T10） 
总建筑规模或指标达到项目所含建设项目分类（T01-T09,T11）中

任一类的启动阈值 

其他类（T11） 

轨道站点或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项目、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项目 

容积率≥3.5的地块；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在选址阶

段或地块规划条件核提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 

注：①建筑规模计算方法：当有建筑设计方案时，按计容建筑面积计算；当无建筑设计方案

时，建筑规模=用地面积×容积率；②一、二、三类区划分参见当前执行的《昆山市建筑物停车

配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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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交评、报建交评工作流程如下所示。 

交通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出具修改意见

出具审查意见

交通影响评价评审稿

初步审核不通过

通过

审查

提交最终成果备案

通过

不通过

预交评编制
报建交评编制

专家参与

交通影响评价最终稿

核实

审查意见
是否落实

是

修改完善

否

是否需邀请专家

是

等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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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交通影响评价成果质量评分标准 

 

评分项 得分说明 得分（取整数） 

基本要求 

30分 

1.成果应包含项目概述、现状分析、规划条件分析、交通需求分析、交通影响程度评价、改善措施、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宜采用图、表辅助说明。（0-10分） 
 

2.应说明规划编制或修改的背景情况，包括前期工作进展和相关政府文件等。若前期已开展过交通影响评价审查工作，应

逐一说明前期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意见和落实情况。（0-10分） 
 

3.方案汇报人员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演讲表达能力强，技术讲解通俗易懂，回答问题准确到位。（0-10分）  

内容完整性 

60分 

1.现状调研资料是否齐全、准确真实（包括调查照片、交通调查数据等）。（0-10分）  

2.对研究范围内相关规划的解读是否全面（包含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0-10分）  

3.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及结果是否科学（包含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和静态交通等）。（0-10分）  

4.项目外部交通影响评价和建议是否科学、合理（如交通出行需求与交通设施供给是否匹配，周边道路系统、公交系统、

停车系统等规划设计是否合理等）。（0-10分） 
 

5.项目内部交通影响评价和建议是否科学、合理（如出入口设置是否满足进出交通需求，停车设施是否满足使用需求，内

外交通流线组织是否合理等）。（0-10分） 
 

6.汇总评价结论，是否明确提出强制性措施和指导性建议，并明确相关实施主体。（0-10分）  

技术创新性 

10分 
交评提出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通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富有创新性和前瞻性。（0-10分）  

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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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交通影响评价从业单位年度信用考核标准 

 

大类 小类 得分说明 得分 

单位实力 

20分 

单位资质 

10分 

具备城乡规划甲级资质得 10分，城乡规划乙级资质得 5分。具备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交通运输工程或城乡规

划学）的高等院校得 10 分。 
  

团队成员 

7分 

交评设计团队中具有交通工程及相关专业中级职称及以上的，每人得 1分，具有高级职称及以上的，每人得 2分，

总分不超过 7分。 
 

技术负责人 

3分 

交评技术负责人是交通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得 1分，是高级职称及以上的得 1分，是注册城乡规划师的得 1分，总分

不超过 3 分。 
 

项目业绩 

80分 

成果质量 

50分 
当年度在昆山市范围内，所有承担的交通影响评价项目，成果审查的平均得分乘以 0.5以后，取最后得分。   

审查通过率 

15分 

当年度在昆山市范围内，所有承担的交通影响评价项目，联合审查一次性通过率 90%-100%，得 15分；联合审查一次

性通过率 70%-89%，得 10分；联合审查一次性通过率 50%-69%，得 5分；联合审查一次性通过率低于 50%，得 0分。 
 

完成总量 

10分 
当年度在昆山市范围内，每完成一个交评项目（预交评或报建交评）得 2分，总分不超过 10分。   

获奖情况 

5分 

当年度在昆山市范围内，所承担的交通影响评价项目获得苏州市级三等奖荣誉一项得 1分，获得苏州市级二等奖及

以上荣誉一项得 2分，总分不超过 5分。 
  

总分 100分     

注：①根据年度信用考核结果,每年 1月对昆山市交通影响评价从业单位进行等级评定，分为 A、B、C三级； 

②上一年度信用考核分数≥85分的单位为 A级，60-84分的单位为 B级，＜60分的单位为 C级，无项目业绩的单位，不参与当年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