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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自 2018年 4月通过市政府批准实施

以来，有力指导了该片区建设和发展。 

按照市委最新战略决策部署，为加快推进“凤翥湖数字小镇”建设，德阳生

态智谷服务中心向德阳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申请调整该控规部分地块指标和规

划要求，已适应当前招商项目落地。 

1.2 现行控规简介 

现行控规范围北至华强沟水库，东至龙泉山旅游公路，南至珠江路、西至成

绵高速，总面积约 32平方公里。 

（1）发展目标：实现产、城、人、文高度融合，发展为多元共享科创文化、

教育、宜居新城。 

（2）总体定位：打造为多元共享，田园群落式的康养、教育新城。 

（3）发展规模：规划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14.3平方公里，规划居住人口规

模约 9.5 万人，教育人口规模约 5.3万人，总人口约 14.8万人。 

（4）空间结构：规划形成“一核、两带、四组团”的空间形态结构。 

一核：共享综合服务核 

两带：青衣江东西向交通拓展带和南北向中央共享拓展带 

四组团：包括康养组团、双创组团、教育组团和文化娱乐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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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控规范围示意图 

1.3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位于《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共涉

及 4个街区单元，分别为 SD01、SD02、SD04、SD05街区单元。本次规划修改内

容主要为 SD0102-05、SD0205-04、SD0407-08、SD0503-02、SD0504-04、SD0509-02、

SD0512-10七个地块规划指标调整，拟修改地块总面积约为 46.58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研究范围为《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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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图 

1.4 规划修改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4月) 

（3）《四川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2007年 7月） 

（4）《德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年修订版)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德阳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德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7）《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8）《德阳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规划（2017-2030）》 

（9）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规定等 

（10）相关会议纪要、文件、批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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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建设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涉及三个区域，1号区域位于青衣江路与东林路交叉口北

侧,地块北侧和东侧均为德阳碧桂园小区。 

2号区域范围东至东一环路、北至规划双拥北路、西至东湖山公园、南临规

划东浚路，位于三湾三谷，属于龙泉山脉。三湾三谷区域开发处于起步阶段，周

边主要干道已建设完成，域内有寿丰河穿境而过，西侧毗邻四十五支渠和东湖山

公园，自然条件良好。 

3号区域位于规划渭河路与蚕丛湖西路交叉口北侧，现状尚未拆迁。 

2.1 用地建设情况 

1号区域现状无拆迁，场地已平整，尚未开发建设。 

2号区域现状已完成拆迁工作，用地还未开发建设，寿丰河生态廊道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规划修改范围外东侧为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北侧用地正在进行土地

平整；西侧为东山湖公园；南侧为空闲用地和农林用地。 

3号区域现状存在少量农村住宅用地，东侧毗邻杨家堰河。 

 

图3 现状用地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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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道路情况 

1号区域东侧东林路、南侧青衣江路均已建设完成，沿青衣江路向西通往德

阳主城区。 

2号区域东侧临城市主干道东一环路，向北通往高铁片区，向南经凯江路至

德阳主城区，西侧为双拥路；外围北侧有城市次干路渭河路，向西联系德阳主城

区。 

3号区域现状仅有农村道路可供通行。 

 

图4 现状道路情况图 

2.3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情况 

本次修改范围内现状无公共服务设施。东侧紧邻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渭河路

以北的智慧之心正在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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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现状市政公用设施情况 

本次修改范围内无市政公用设施，沿东一环路、渭河路的市政管网已与道路

建设同步完成，寿丰河截污干管正在建设。修改范围内有高压电力线和长输燃气

管线经过。 

 

图5 现状市政公用设施情况图 

2.5 小结 

本次修改范围位于三湾三谷，周边开发建设程度低，属于新开发区域，未来

开发建设的可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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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整内容 

3.1 调整内容 

本次规划修改的主要调整内容为： 

（1）调整地块 SD0102-05用地性质由商业商务设施用地（B1/B2）修改为中

小学用地（A33）。 

（2）调整地块 SD0205-04用地性质由中小学用地（A33）修改为二类住宅用

地（R21）。 

（3）调整地块 SD0407-08用地性质由二类住宅用地（R21）修改为中小学用

地（A33）。 

（4）调整地块 SD0509-02、SD0512-10 两个地块的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其他

指标按现行控规指标不变。 

（5）调整地块 SD0503-02、SD0504-04 两个地块的建筑高度，其他指标按现

行控规指标不变。 

 

图7 规划调整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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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规划调整后示意图 

3.2 用地规划控制指标对比 

序

号 
阶段 

街

区 
用地编码 

用地

代码 

用地性

质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高

度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兼容

性质

及比

例 

1 

调整

前 

SD

01 

SD0102

-05 

B1/B

2 

商业商

务用地 
39316.71 ≤1.2 

H≤

13m 

≤

45% 

≥

15% 
—— 

调整

后 
一致 A33 

中小学

用地 
39316.71 ≤0.8 

H≤

16m 

≤

35% 

≥

30% 
—— 

2 

调整

前 

SD

02 

SD0205

-04 
A33 

中小学

用地 
119944.66 ≤0.8 

H≤

16m，

限高区

≤7m 

≤

35% 

≥

30% 
—— 

调整

后 
一致 R21 

二类住

宅用地 
一致 

1.0—

1.6 
≤60m 一致 

3 

调整

前 

SD

04 

SD0407

-08 
R21 

二类住

宅用地 
147892.74 1.0-1.2 

H≤

16m，

限高区

≤7m 

≤

35% 

≥

30% 

商业

≤

10% 

调整

后 
一致 A33 

中小学

用地 
147892.74 ≤0.8 

H≤

16m，

限高区

≤7m 

≤

35% 

≥

30% 
  

4 

调整

前 

SD

05 

SD0503

-02 

B1/B

2 

商业商

务用地 
27262.07 ≤1.2 ≤15m 

≤

40% 

≥

15% 
—— 

调整

后 
一致 ≤24m 一致 

5 

调整

前 

SD

05 

SD0504

-04 

B1/B

2 

商业商

务用地 
43806.96 ≤1.2 ≤15m 

≤

40% 

≥

15% 
—— 

调整

后 
一致 ≤24m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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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

前 

SD

05 

SD0509

-02 

B1/B

2 

商业商

务用地 
32572.93 ≤1.2 ≤15m 

≤

50% 

≥

15% 
—— 

调整

后 
一致 ≤1.4 ≤24m 一致 

7 

调整

前 

SD

05 

SD0512

-10 

B1/B

2 

商业商

务用地 
24996.13 ≤1.2 ≤13m 

≤

45% 

≥

15% 
—— 

调整

后 
一致 ≤1.6 ≤60m 一致 

 

3.3 调整前后用地面积对比 

序

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调整前面积（㎡） 调整后面积（㎡） 调整前后用地面积变化（㎡） 

1 R21 二类住宅用地 147892.74 119944.66 -27948.08 

2 A33 中小学用地 119944.66 187209.45 67264.79 

3 B1/B2 商业商务用地 167954.80 128638.09 -39316.71 

调整后：总开发量增加 37585㎡，其中住宅开发量增加 14440 ㎡，商业开发

量减少 30667㎡，中小学建筑面积增加 5381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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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要性论证 

4.1 法律法规依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章第四十八条规定：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

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

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修改乡规划、村庄规划的，应当依

照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2）根据《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章第六十七条规定：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有下列的情形的，应当由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的必要性

进行论证： 

1.城市、镇总体规划发生变更，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布局产

生重大影响的； 

2.重大建设工程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3.经组织编制机关论证确需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其他情形。 

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涉及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

当依法先修改总体规划。 

（3）根据《四川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 

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批准后应保持稳定，不得擅自变更，确需调整变更的，应

当由原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经原批准机关同

意。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第三章规定的编制、审批程序

进行调整： 

1.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发生变更，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区域的功能与

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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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建设项目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控制地块的功能与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 

3.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情形的。 

4.2 必要性论证 

基于上述要求，本次规划修改主要依据“经组织编制机关论证确需修改控

规的其他情形”提出对现行控规的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内容具体如下： 

（1）区域大背景的变化，德阳以科创产业为重点，共构成德产业新格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

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

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为目标。成德眉资同城化是成渝经济圈

的先手棋，构建“三区三带”同城化的发展格局，打造成德临港经济产业带，推

动“成德”同城化发展。德阳作为成都大都市圈内的北部区域功能中心，未来以

科创为产业重点，与成都共构产业新格局，是促进“成德同城化”发展，融入成

都主干、做强中心城区的重要抓手。 

（2）是落实市委重大工作部署的需要 

位于三湾三谷的天府生态智谷，于2017年2月成立，主要集聚发展数字经济、

现代教育、医疗康养、文化旅游四大核心产业，重点打造智慧生态城市新区。市

委八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精神要求及市委最新战略决策部署，生态智谷正聚焦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竞技、软件工程”五大发展方向，加快

推进“凤翥湖数字小镇”建设，助力德阳建设西部数字经济重镇。为顺应区域战

略背景的重大变化，为更好适应发展需求的变化，更好的服务于“天府数谷”城

市建设，在规划的规范性、合理性基础上保证规划实施性，结合产业发展方向及

时进行修改论证是必要的。 

（3）满足当前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 

德阳市政府全力打造“凤翥湖数字小镇”，以数字产业发展为方向，打造德

阳数字经济产业承载区。 

天府生态智谷到天府数谷的转变，在现行控规的基础上，是产业发展的重大

提升，也是产业精准化、专业化的体现，随之带来了产业项目需求的变化，双创

人群讲究便捷的生活、高效的工作，建筑的功能则更强调多元和复合，用地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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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约、高效。 

同时结合数字产业的建设需求，尤其是总部办公、数字科技办公等的特殊需

求，需要对现行控规的指标及相关要求进行调整，以适应招商项目的落地。 

另外，“凤翥湖数字小镇”项目的建设将带来高端创新人才就业，同时考虑

带眷系数以及职住平衡比例，区域内的居住需求将有所增加，而现行控规确定的

居住配套已无法满足，故需要补充居住配套来解决双创人群的居住需求，再结合

居住人口，补齐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级的配套设施。 

5 影响评估 

修改范围内现状已完成拆迁，且该区域属于未开发建设区域，因此本次修改

并未对现状造成不良影响。 

5.1 对人口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人口的影响包括居住用地调整、产业提升两个方面带来的人

口变化。 

（1）居住用地调整 

规划修改范围内将现行控规确定的中小学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同时将

渭河路以北的 SD0407-08居住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修改范围内居住用地较现

行控规减少 27948.08 ㎡，由于居住用地容积率的变化，居住地块总的居住建筑

面积增加 14440㎡，按人均 38平方米的居住建筑面积测算，则增加居住人口 380

人。 

（2）产业提升带来的就业人口变化 

调整类型 地块编码 用地面积（m2） 容积率 建筑面积（m2） 
人均建筑面积

（m2） 

人口规模

（人） 

二类居住调整

为中小学用地 
SD0407-08 147892.74 1.0-1.2 177471 38 4670 

中小学用地调

整为二类居住

用地 

SD0205-24 119944.66 1.0-1.6 191911 38 5050 

变化情况 +1444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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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范围内涉及 2块产业用地容积率的调整会对产业人口规模产生影

响，按地块调整前后总的产业建筑面积来测算人口的变化情况。西侧住宅用地作

为产业用地的居住配套用地，承载产业人口对居住空间的需求。 

按照产业类型就业岗位测算，规划修改前，产业用地能够容纳约 3430人的

产业人口；规划修改后，产业用地能够容纳约 3800人的产业人口，产业人口增

加约 370人。按照 1.5的带眷系数，产业区可带来约 5700的居住人口，结合西

侧配套居住区的可容纳人口数，该区域内职住平衡比为 88.6%，达到职住平衡。 

5.2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涉及中小学用地与二类居住用地位置的调整，以及商业用地调

整为中小学用地，由于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的变化，修改范围内居住人口较现行

控规预测增加 380 人，相较于现行控规 9.5 万的规划人口规模而言占比较小。城

市（区）级和片区级的公共设施涉及调整一处高中，同时由于居住人口的增加，

对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有所增加。因此，本次修改重点评

估分析高中以及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的教育设施（小学、幼儿园）、社区服务

可能产生的影响。 

成德同城化的战略背景下，德阳与成都同城同品建设，因此千人学位数参照

成都市标准，对修改范围内的学位需求进行影响分析。 

（1）对高中的影响 

按照现行控规，在修改范围内东浚路北侧规划 1处高中，用地面积为 11.99

公顷，规划 90班，学生数为 4050人。本次修改结合“凤翥湖数字小镇”建设以

及未来的配套需求该地块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属于重大调整。 

鉴于高中是为片区服务的教育设施，本次规划修改将现行控规确定的高中用

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同时高中将调整至渭河路以北的 SD0407-08地块内，用

地面积为 14.79公顷，保证了高中用地面积在现行控规确定的基础上不减少。在

调整上，属于中小学用地与居住用地的位置互相调整，基本达到现行控规范围内

各类用地的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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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相关要求，高压电线、长输天

然气管道、输油管道严禁穿越或跨越学校校园；当在学校周边敷设时，安全防护

距离及防护措施应符合相关规定。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市区 220KV高压架空电力线路规划走廊宽度 30-40

米。拟调整为高中用地的地块西侧为高压走廊，廊道宽度为 150米，在相关规范

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廊道宽度，保证周边用地的安全性。 

本次修改拟调整为高中用地的地块，用地面积为 14.79公顷，超过了原高中

用地面积 11.99公顷，完全能满足办学要求。同时结合德阳市教育局的相关要求，

该片区内普惠性初中学位紧张，本次调整为高中用地的地块面积有所增加，未来

在该地块的开发建设中，结合实际需求、办学要求以及建设条件，增设初中，补

充该片区的普惠性初中学位。同时针对现行控规范围内普惠性初中欠缺的问题，

在下一次的控规修编过程中进行增设。 

 

图9 调整为中小学用地的位置示意 

（2）对小学的影响 

采用成都市标准，小学千人指标为 60 人/千人，测算本次规划修改后新增小

学适龄学童数为 23 人。 

按照现行控规规划 9.5万的人口规模，预测小学学位需求数为 5700个，按

照 45人/班，预测需安排小学共 127班。现行控规规划小学 2所，一所为南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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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扩建，规划班数为 24班，学生数为 960 人。一所位于施家湾路东侧规划班数

为 48班，学生数为 1920人。规划 1所九年一贯学校，位于青衣江路与东一环路

交叉口的东南角，即为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规划小学 72班，学生数 2880人。 

按照《德阳市中心城区教育设施规划》，双东南洋小学在现状基础上优化，

设计班数为 36班。本次修改将东林路与青衣江路交叉口西北角的商业用地调整

为中小学用地，规划为 42班小学。 

因此，现行控规范围内三处公办小学可提供 5670个学位，同时德阳成都外

国语学校可提供 2880 个学位，针对现行控规规划 9.5万人口规模所需的 5700

个学位以及因“凤翥湖数字小镇”建设规划修改新增的 131个学位（包括本次修

改新增 23个学位），完全能够得到满足。 

小结：按照成都市千人指标标准测算，规划调整新增一处小学后服务规模

能满足新增适龄学童需求，不产生影响。 

（3）对幼儿园的影响 

采用成都市标准，幼儿园千人指标为 31人/千人，测算本次规划修改后新增

幼儿园适龄学童数为 12人。 

按照现行控规规划 9.5万的人口规模，预测幼儿园学位数需求为 2945个，

预测需安排幼儿园共 98班，而现行控规共规划 99班幼儿园，可提供 2970个幼

儿园学位，比预测多 25个；根据《“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渭河

路以南、双拥北路以北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在地块 SD0204-24中配建 1处 12

班幼儿园，可提供 360个幼儿园学位数，而该修改区域的学位需求为 54个。本

次规划修改新增 12 个学位的需求，通过以北区域配建的幼儿园解决学位需求。 

小结：为高标准配套建设“凤翥湖数字小镇”，SD0204-24地块配建一处

12班幼儿园，满足满足该区域开发建设需求。 

项目 规划人口 
幼儿园千人指标

（教育专项） 

预测 规划 

学位数 班级配额数 班数 班数 学位数 

现行控规 9.5 万 31 人/千人 2945 个 30 人/班 98 班 99 班 2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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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影响 

本次修改调整后，总建筑面积拟将增加 37585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增加

14440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减少 30667平方米、中小学建筑面积增加 53812平

方米），居住人口规模增加 380人，产业人口增加 340人，对相应的市政各项设

施服务规模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需对该片区各项市政设施需求指标进行论证。 

（1）给水工程 

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到增加人口 380人，根据控规用水标准和《建筑给水排水

设计规范（GB 50015-2003）》，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取 250升/人•日，教育科

研用地用水指标取 60m³/d·公顷，商业建筑用水指标取 40升/人，则规划修改

后用水量增加了 511.8m³/d。 

小结：规划修改后用水量较原规划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原

规划供水规模能满足要求。 

（2）污水工程 

日变化系数取 1.15，污水排放系数取 0.85，渗漏水量按 15%考虑，则规划

修改后污水量增加 435.0m³/d。 

小结：规划修改后污水量较原规划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原

规划处理规模能满足要求。 

（3）电力工程 

规划修改后，住宅建筑面积增加 14440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减少 30667

平方米，中小学建筑面积增加 53812平方米。根据《城市电力规划规范》，单位

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取值如下：住宅建筑 50W/㎡、商业建筑 80W/㎡、公共建筑 60 

W/㎡；依据《德阳市中心城区电力设施布局专项规划》（2014）（以下简称“电

力专项”），同时率取 0.72，110kV变电容载比取 2.0。 

则规划修改后规划区最大用电负荷增加 1497.3kW，变电容量增加 2.99MVA。 

小结：依据电力专项，按照单个开闭所 6000～8000kW 的负荷进行开闭所选

址规划，规划修改后变电容量增加较小，根据《“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渭河路以南、双拥北路以北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在区域内新增了 1

处开闭所，同时为本次修改区域提供电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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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信工程 

根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单位建筑面积通信用户指标取值如下：住

宅建筑 1.3线/百㎡、商业建筑 2.0线/百㎡、中小学建筑 1.5线/百㎡，则规划

修改后规划区远期通信量增加 382线。 

小结：规划修改后通信量较原规划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在现行控规确

定的通信局所服务范围内，且在凤翥路规划设有一处通信模块局，满足本次项

目的通信需求。 

（5）燃气工程 

规划修改后居住人口增加 380人，根据《德阳市中心城区燃气工程专项规划》

（2016-2030），规划范围远期居民耗热定额为 4389 MJ / 人•年，天然气低热

值为 35.39 MJ/ Nm³。公建和汽车用气量均按居民用气量的 6%计，不可预见用气

量按各类用户总用气量的 5%计，则规划修改后天然气用气量增加 5.2 万 Nm³/年。 

小结：规划修改后用气量较原规划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原

规划供气设施能满足要求。 

（6）环卫工程 

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到增加安置人口 380 人，人均垃圾日排出重量按 1.1kg/

人•天计，则规划修改后垃圾日排出量增加 418kg/天。 

小结：规划修改后垃圾量较原规划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原

规划垃圾中转站处理规模能满足要求。 

综上所述，规划修改后建设规模和人口规模均有所增加，市政公用设施需

求增加，除电力外，其余均在现行控规确定的市政供应设施的承载范围内，“凤

翥湖数字小镇”整体协调，新增一处开闭所解决电力需求。 

5.4 对山体的影响 

“凤翥湖数字小镇”位于山环水绕的区域，修改范围内寿丰河南北向贯穿，

外围山体紧簇，且山体海拔高度介于 550-590米之间，本次修改提高了现行控规

确定的建筑限高，居住地块的建筑限高调整为 60米，商业地块的建筑限高调整

为 24米和 60米，建筑限高调整以后需重点协调建筑与山体、水体的关系，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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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的规划思路，保证视线的通透性，避免建连续面宽过长的高层建筑，形

成屏风楼，尤其是高层建筑，要拉开与山体的距离，同时也要考虑与水体的尺度

关系，形成建筑与山、水的友好关系。 

5.5 小结 

本次修改后总建筑面积增加 112468平方米，人口规模增加 5050 人，产业人

口增加 340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均有增加，通过“凤翥湖数字小

镇”建设项目整体协调，统筹考虑，配建一处幼儿园、新增一处开闭所，满足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市政公用设施的需求。同时建筑限高提高以后重点协调建筑与

山、水之间的关系。 

6 其他建议 

（1）建筑风格、形态等要与东湖山公园充分协调 

本次修改区域西侧紧邻东湖山公园，在下一步的建筑设计方案中，建筑风格、

形态等要与东湖山公园协调。 

（2）严格控制近山区建筑体量 

本次修改的地块外围被山体包围，且山体的海拔高度均不高，而本次在现行

控规确定的建筑高度基础上适当提高，为保护好该区域的山水环境，在“凤翥湖

数字小镇”的建设中，严格控制近山区建筑体量。 

7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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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土地利用规划图 

 



《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双拥北路以南、东浚路以北局部地块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 

20 

调整后土地利用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