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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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5 日，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德阳生态智谷服务中心

关于申请调整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的函，按照市委八届十二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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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目前产业发展的重大提升，原起

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招商项目落地及规划建设发展需

要，亟需对起步区范围内部分地块用地性质和控制指标进行规划修改。 

按照法定程序，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航天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就该申请事项进行论证，编制了规划修改必要性论证报告。2021 年 1

月 7 日组织了专家论证会，就论证报告进行了充分讨论；2021 年 1 月 8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共 7 天）在“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德阳日

报”、“德阳晚报”以及现场进行了公示，广泛征求规划修改地段内利害关系

人的意见。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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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路以

南、双拥北路以北、东一环以西，总用地面积约 35.28 公顷。共涉及 6 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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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分别为 SD0204-24、SD0501-02、SD0502-02、SD0502-04、SD0507-

04、SD0508-02。 

 

图1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图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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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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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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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东至东一环路、北至渭河路、西至四十五支渠、南临规

划双拥北路，位于三湾三谷，属于龙泉山脉。现状周边建成度较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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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地块及其周边现状建设情况图 

  

图3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图4 智慧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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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用地建设情况 

规划修改范围内现状已完成拆迁工作，用地还未开发建设，土地平整工作

已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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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的绿地.智慧公园城正在建设过程中；南侧和西侧为空闲用地和

农林用地。 

 

图5 现状用地情况图 

   

图6 土地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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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现状道路情况 

本次修改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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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侧有城市次干路渭河路，向西联系德阳主城区；修改区

域外北侧有青衣江路、凤翥路、东林路，整体上地块周边主干道路已完成建

设，对外交通便捷。 

 

图7 现状道路情况图 

  

图8 东一环路                           图9 渭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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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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侧的成都外国语学校建设完成已开始招生，渭河路以北的智慧之心正在建设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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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翥路部分市政管网已建成，目

前能满足周边区域的需要。修改范围内有高压电力线和长输燃气管线经过，

220kv 高压电线已迁改至东侧规划高压走廊内，110kv 尚未迁改，长输燃气管

线已完成临时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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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修改方案 

3.1现行控规各项控制指标 

根据已审批的《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本次规划修改

共涉及 6 个地块，原控制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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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0204-

24 
R21 

二类住

宅用地 
170014.78 

1.0—

1.2 

H≤16m，

限高区及

近山区

≤13m 

≤35% ≥30% 
商业≤

10% 

SD0501-

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45931.62 ≤1.5 ≤22m ≤40% ≥15% —— 

SD0502-

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22167.99 ≤1.2 

H≤13m，

限高区

≤7m 

≤45% ≥15% —— 

SD0502-

04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37130.57 ≤1.2 ≤15m ≤40% ≥15% —— 

SD0507-

04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52618.68 ≤1.2 ≤13m ≤45% ≥15% —— 

SD0508-

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24947.5 ≤1.0 ≤13m ≤45% ≥15% —— 

注：本表只将计划调整的建设用地地块指标列表，其他未列举的指标不做调整。 

3.2规划修改内容 

本次修改内容，具体如下： 

（1）SD0204-24：地块容积率从 10-1.2 调整为 1.0-1.6，建筑高度从不

大于 16 米调整为不大于 60 米，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2）SD0501-02：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5 调整为不大于 1.2，建筑高度

从不大于 22 米调整为不大于 24 米，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3）SD0502-02：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2 调整为不大于 1.0，建筑高度

从不大于 13 米调整为不大于 24 米，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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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D0502-04：调整为两个地块，SD0502-04（A），用地面积

28744.45 ㎡，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2 调整为不大于 1.0，建筑高度从不大于

15 米调整为不大于 24 米，用地性质以及其他指标保持不变；SD0502-04

（B），用地面积 8386.12 ㎡，用地性质由商业商务用地（B1/B2）调整为服

务设施用地（R22），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2 调整为不大于 0.6，建筑高度从

不大于 15 米调整为不大于 16 米，建筑密度从不大于 40%调整为不大于

35%，绿地率从不小于 15%调整为不小于 30%； 

（5）SD0507-04：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2 调整为不大于 2.0，建筑高度

从不大于 13 米调整为不大于 40 米，建筑密度从不大于 45%调整为不大于

50%，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6）SD0508-02：地块容积率从不大于 1.0 调整为不大于 1.2，建筑高度

从不大于 13 米调整为不大于 24 米，其他指标保持不变。 

 

图10 规划调整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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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规划调整后示意图 

3.3用地规划控制指标对比 

序

号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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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调整前 SD0204-24 R21 
二类住

宅用地 
170014.78 

1.0—

1.2 

H≤16m，限

高区及近

山区≤13m 

≤35% ≥30% 
商业≤

10% 
 

调整后 一致 
1.0—

1.6 
≤60m 一致  

2 

调整前 SD0501-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45931.62 ≤1.5 ≤22m ≤40% ≥15% ——  

调整后 一致 ≤1.2 ≤24m 一致 

 

3 

调整前 SD0502-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22167.99 ≤1.2 

H≤13m，限

高区≤7m 
≤45% ≥15% ——  

调整后 一致 ≤1.0 ≤24m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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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调整前 SD0502-04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37130.57 ≤1.2 ≤15m ≤40% ≥15% ——  

调整后 

SD0502-

04(A)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28744.45 ≤1.0 ≤24m 一致 

 

SD0502-

04(B) 
R22 

服务设

施用地 
8386.12 ≤0.6 ≤16m ≤35% ≥30%  

 

5 

调整前 SD0507-04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52618.68 ≤1.2 ≤13m ≤45% ≥15% ——  

调整后 一致 ≤2.0 ≤40m ≤50% 一致  

 

6 

调整前 SD0508-02 B1/B2 
商业商

务用地 
24947.5 ≤1.0 ≤13m ≤45% ≥15% ——  

调整后 一致 ≤1.2 ≤24m 一致  

 

调整后：总开发量增加81065㎡，其中住宅开发量增加68006㎡、增幅

33.33%，商业开发量增加13059㎡、增幅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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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修改后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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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对人口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对人口的影响包括居住用地容积率的调整、产业提升两个方

面带来的人口增加变化。 

（1）居住人口变化 

规划修改范围内涉及 1 块住宅用地容积率的调整会对人口规模产生影响，

按地块调整前后总的居住建筑面积来测算人口的变化情况。 

规划修改前，居住地块总的居住建筑面积为 204018 平方米，按人均 38

平方米的居住建筑面积，可容纳人口 5370 人。 

规划修改后，居住地块总的居住建筑面积为 272024 平方米，按人均 38

平方米的居住建筑面积测算，可容纳人口 7160 人，增加居住人口 1790 人。 

（2）产业人口变化 

规划修改范围内涉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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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编码 用地面积（m2） 调整前容积率 建筑面积（m2） 
人均建筑面积

（m2） 

人口规模

（人） 

SD02-04-24 170015 1.0-1.2 204018 38 5370  

地块编码 用地面积（m2） 调整后容积率 建筑面积（m2） 
人均建筑面积

（m2） 

人口规模

（人） 

SD02-04-24 170015 1.2-1.6 272024  38 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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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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0 人

的就业人口；规划修改后，产业用地能够容纳约 5360 人的就业人口，就业人

口增加约 290 人。按照 1.5 的带眷系数，产业区可带来约 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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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89%。 

小结：调整后总建筑面积和人口较现行控规均有所增加，其中住宅建筑面积增加

68006平方米，居住人口增加1790人；商业建筑面积增加13059平方米，产业人口规

模增加290人。 

4.2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后居住人口增加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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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覆盖新增人

口，不至于产生较大影响，居住区级和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可能会产生影

响。因此，本次规划修改重点评估分析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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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规划修改按修改后增加的人口规模对现行控规规划的小学及幼儿园是

否仍能满足服务需求进行影响评估，采用成都市的千人指标作为标准进行测

算。 

（1）对小学的影响 

1）现行控规小学布局 

规划 2 所小学，一所为南洋小学在原址基础进行扩建，规划班数为 24

班，学生数为 960 人。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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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小学 72 班，学生数 28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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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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名称 位置 班数 学位数 

1 南洋小学 南洋小学路与翠华山一路交叉口处西北角 36 1440 

2 施家湾路小学 施家湾路东侧 48 1920 

3 九年一贯制学校 青衣江路与东一环路交叉口的东南侧 72 2880 

南洋小学、施家湾路小学可提供学位数 3360 个。九年一贯制学校实际为

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可提供 2880 个学位，该学位不纳入教育局的小学学位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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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现行控规小学分布图 

2）本次修改后的影响分析 

现行控规规划 9.5 万的人口规模，采用成都市标准，小学千人指标为 60 人

/千人，预测小学学位数需求为 5700 个，而现行控规规划 2 所公办小学，可提

供 3360 个学位，比实际需求少 2340 个。本次规划修改增加居住人口 1790

人，新增 108 个学位需求。 

为高标准配套建设“凤翥湖数字小镇”，同时补齐国际健康谷起步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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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学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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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东林路与青衣江路交叉口西北侧的商业商务用地调

整为中小学用地，用地面积 3.93 公顷，规划为 42 班。该区域规划修改增加居

住人口 380 人，小学学位需求增加 23 个。则因“凤翥湖数字小镇”建设规划修

改增加小学学位需求为 131 个。 

鉴于国际健康谷起步区范围内小学学位紧张的情况，对接教育部门，该区

域内班额数由 40 人/班调整为 45 人/班。则区域内三所公办小学可提供 5670

个学位，按照现行控规规划的 9.5 万的人口规模以及因“凤翥湖数字小镇”规划

修改增加居住人口带来的学位需求合计为 5831 个，比可提供的学位数多 161

个。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该学位虽不被纳入教育局的小学学位统计，但仍然

可提供 2880 个学位，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该片区小学学位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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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规划修改后小学分布图 

小结：国际健康谷规划修改新增1处42班小学，补充区域内小学学位，同时

德阳成都外国语学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位需求，本次修改新增学位需求能

得到满足。 

（2）对幼儿园的影响 

1）现行控规幼儿园布局 

根据现行控规，国际健康谷起步区范围内共规划7处幼儿园，总用地面积

6.27公顷，班级数99班，学位数2970个。 

序号 名称 位置 用地面积（公顷） 班数 

1 东林路幼儿园 东林路中段西侧 1.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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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洋小学幼儿园 
南洋小学路与翠华山一路交叉口

处西北角 
0.86 12 

3 渭河路幼儿园 东林路和渭河路交叉口西北侧 0.75 12 

4 凤翥路幼儿园 凤翥路和渭河路交叉口西北侧 0.92 15 

5 施家湾路东侧幼儿园 东一环路和渭河路交叉口东南侧 0.86 12 

6 蚕丛湖幼儿园 蚕丛湖西侧 0.68 12 

7 翰林路北幼儿园 龙泉山旅游公路北侧 1.1 18 

合计 6.27 99 

 

图14 现行控规幼儿园分布图 

2）本次修改后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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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19 

现行控规规划 9.5 万的人口规模，采用成都市标准，幼儿园千人指标为 31

人/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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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幼儿园学位数，比预测需求多

25 个。 

鉴于本次规划修改增加居住人口 1790 人，采用测算本次规划修改后新增

幼儿园适龄学童数为 56 人，需增加 2 个班。 

本次规划修改将 SD0502-04 地块调整为两个地块，SD0502-04(B)用地性

质由商务商业用地（B1/B2）调整为服务设施用地（R22），用地面积

8386.12 ㎡，规划为 12 班幼儿园。幼儿园在现行控规规划 7 所的基础上增加 1

所，学位数增加 360 个，由原来的 2970 个学位增加到 3330 个学位。 

因此在修改范围内新增一处 12 班幼儿园，无论是从服务半径还是学位需

求上，均能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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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规划修改后幼儿园分布图 

小结：规划修改后新增一处12班幼儿园，满足该区域开发建设需求。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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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5 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增加

68006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增加 13059 平方米），居住人口规模增加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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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业人口增加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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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增加居住人口 1790 人，根据控规用水标准和《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规范》，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取 250 升/人•日，商业建筑用水指标

取 40 升/人，较现行控规用水量增加 459.10m³/d。 

结合数字产业对用水的要求，需要双水源（双水管）供给以保障供水的稳

定性，管径要求大于 250mm，现行控规在该区域的给水管均能满足要求。 

小结：规划修改后用水量较现行控规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

现行控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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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24m³/d。 

小结：规划修改后污水量较现行控规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

现行控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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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06 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增加

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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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德阳市中心城区电力设施

布局专项规划》（2014），同时率取 0.72，110kV 变电容载比取 2.0。则规划

修改后最大用电负荷增加 2598kW，变电容量增加 5.2M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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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数字产业对供电的要求，需要双电源供给保障供电的可靠性，对接电

力部门，电源来自于 110kV 黄河变电站和 220kV 寿丰变电站，由变电站直接

专线供给。 

小结：依据电力专项，按照单个开闭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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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加 1 处开闭所以满足使用需

求。数字产业供电由变电站专线供给，不会对市政供电产生影响。 

（4）通信工程 

根据《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单位建筑面积电话用户指标取值如下：

住宅建筑 1.3 线/百㎡、商业建筑 3.0 线/百㎡，则规划修改后规划区远期通信

量增加 1276 线。 

为满足数字产业使用需求，对接通信部门，为该区域预留 16 孔通信管道

和布置 5G 通信基站。 

小结：规划修改后通信量较现行控规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

现行控规的规划局所规模能满足要求。 

（5）燃气工程 

规划修改后用气人口增加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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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万 Nm3/年。 

小结：规划修改后用气量较现行控规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

现行控规供气设施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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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卫工程 

规划修改方案涉及到增加安置人口 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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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kg/天。 

小结：规划修改后垃圾量较现行控规有一定量的增加，但总量增加不大，

现行控规规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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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大。鉴于数字产业发展的特殊需求，采用双水源、双电源，同时新增1处开闭

所，以满足使用需求。 

4.4交通承载力的影响 

（1）交通结构及组织方面 

本次用地调整中，区域内结构交通格局未发生变化，用地的调整不涉及地

块周边道路线型、地块禁止开口的调整，因此对于地块周边的交通组织没有发

生变化。 

（2）交通承载力方面 

本次调整不涉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性质的变更，调整后，总开发量有所

增加，高峰小时发生和吸引交通量将增加 700(pcu/h)，综合考虑不同道路等级

可以增长的极限值以及道路的分配比例。渭河路、双拥北路、凤翥路、东一环

路等四条道路交通量有所增加，交通饱和度均有所增加，但都不大于 1，服务

水平能得到保障。育才路及梧桐路等两条道路交通量减少，交通饱和度均有所

降低，道路服务水平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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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

称 

道路等

级 

通行能力

（Pcu/h） 

调整前交通量

（Pcu/h） 

调整后交通量

（Pcu/h） 

交通量变化

（Pcu/h） 

调整前饱和

度(v/c) 

调整后饱和

度(v/c) 

服务水

平变化 

渭河路 次干路 2040 1750 1950 200 0.86 0.96 E 

育才路 次干路 2040 1650 1600 -50 0.81 0.78 D 

双拥北

路 
支路 600 450 550 100 0.75 0.92 D-E 

凤翥路 次干路 2340 1750 2200 450 0.75 0.94 D-E 

梧桐路 支路 600 500 350 -150 0.83 0.58 D-C 

东一环

路 
主干路 6360 4900 5050 150 0.77 0.79 D 

4.5建筑高度调整的影响 

（1）现状地形地貌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位于三湾三谷，寿丰河自然蜿蜒、汇景成湾，外围为浅

丘缓坡，用地处于缓坡与寿丰河之间，主要以谷地为主，地势平坦。 

 

图16 山水关系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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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现状地形地貌 

浅丘缓坡的地形起伏高差不大，形成了现状丰富的天际轮廓线。 

 

图18 现状天际轮廓线示意 

（2）建筑高度调整的影响分析 

1）对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影响 

三湾三谷区域作为山城融合区域，渭河路以北的智慧之心已开工建设，作

为未来的门户区域，建筑高度不大于 150m。为丰富整个区域的天际轮廓线，

同时与智慧之心形成联系，本次规划修改范围内的建筑高度控制总体原则为：

不破坏区域内整体空间形态和天际轮廓线，建筑与山体之间形成错落关系，建

筑高度局部提高，以丰富天际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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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城市天际轮廓线示意 

2）对周边地块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西侧为二类居住用地，目前在建，场地标高为 520 米，

建筑高度为 24 米。紧邻该地块的调整商业用地场地标高为 510 米，本次修改

将建筑高度由不大于 22 米调整为不大于 24 米，仅提高 2 米。调整后的商业用

地制高点仍比在建地块制高点低 10 米，因此对建的居住用地影响不大。 

 

图21 对周边地块影响分析示意 

3）对街道空间感受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涉及 6 个地块建筑高度的调整，SD0204-24 居住用地建筑

高度从不大于 16 米调整为不大于 60 米，重点分析该地块建筑高度调整以后对

街道空间感受的影响。 

该地块南北较长，东西较短，用地红线到山脚位置，为减少对山体的影

响，高层建筑沿凤翥路布置，凤翥路红线宽度为 20 米，街道宽高比例

（D/H）＜1:1，舒适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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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居住地块东侧主要为生态绿地，距离最近的地块 SD0502-04(A)服务

设施用地（幼儿园）与凤翥路之间有 40 米的防护绿地，服务设施用地中建筑

将退绿线 5 米，而居住地块高层建筑也将退道路红线 15 米，因此高层建筑距

离东侧最近地块的建筑距离将达到 80 米，空间感受相对适宜。 

 

图23 街道空间分析图 

（3）建议 

延续现行控规确定的寿丰河滨水休闲绿带，滨水区域建筑采用小体量错落并

排，同时地块内预留东西向观山景观通廊，山、水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沿梧桐路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不小于10米，建筑贴现率不低于80%，形成公

共界面，与寿丰河沿线绿地共同打造景观通廊联系周边资源； 

居住地块高层建筑沿凤翥路布置，远离山体，减少对山体的影响，尤其是近

山区，以低层为主； 

避免对山体造成连续遮挡，建筑连续面宽、朝向、拼接方式等进行重点控制。 

4.6 小结 

本次修改后总开发量增加 81065 平方米，人口规模增加 1790 人，产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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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加 290 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公用设施均有增加，通过规划修改新增

1 处 12 班幼儿园、新增 1 处 42 班小学、新增 1 处开闭所等解决公共服务设施

和市政设施需求，同时结合数字产业特殊需求，采用双电源、双水源。 

通过空间分析，建筑限高调整以后可以丰富天际轮廓线，为减少对山、水

的影响，建议在下一步的设计方案中，重点协调建筑与山、水的关系，尽量将

建筑消隐在山体之中。 

5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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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204-24 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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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01-02 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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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02-02 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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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02-04(A)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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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0507-04 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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