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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述

1.1 调整背景

《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下文简称“控规”），

于 2018 年 4 月获由德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公布作为片区规划

建设管理的法定依据。

2020 年 11 月 16 日，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德阳市生态智

谷服务中心来函，申请对控规局部地块（图则编号为 SD0301-16）进

行用地性质调整，其调整理由主要为补充城市短板，拟建设文化演艺

等功能，申请将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居住调整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由于拟建地块现状规划性质为二类住宅用地，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性质不符，需调整用地性质，为依法依规进行控规调整，特委托我公

司对该局部地块的调整进行论证。

2021 年 1 月 7 日，论证报告公示期间，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收到德阳市生态智谷服务中心意见，即“为考虑文化产业综合发展，

提升地块弹性，建议将凯江路南侧、论证调整地块西侧地块（图则编

号为 SD0301-14）纳入统一研究，将规划用地性质娱乐康体用地（B3）

放宽要求至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本次论证，也将该地块一

并纳入论证。

1.2 拟调整地块概况

拟调整地块一位于凯江路以南。该地块南、西、东侧临四川省文

化娱乐城公园，用地面积为 47636.56 平方米（约 71.45 亩）。拟调整

地块二位于位于拟调整地块一的西侧，用地面积 31.53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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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周围建设情况

拟调整地块一位于四川文化娱乐城北部区域，由东西两个浅丘的

谷间地带围合，地块西南侧与文化娱乐城内部废弃游乐场相接。经核

查，该宗地为四川文化娱乐城用地，现用途为农林用地，地块内有一

处民房。地块西侧浅丘以西为德阳市动物园，东侧浅丘以东为德阳廉

政培训教育中心。项目周围有东湖山花雨别墅、双拥路安置房等居住

现状图 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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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该地块与凯江路存在用地高

差，实际测量高差在 5-15 米不

等，地形平整，地块内有 10KV

电力线及现状苗圃及农家乐用

地，经了解均为租用文化娱乐城

用地，且均已到期。

地块周边的给水、通信等管线均已到该区域，能够完全满足项目

使用。因受地势及城市建设的的影响，地块的排水目前还无法通过城

市管网接到污水处理厂，这是制约本地块的一大因素。项目用电可以

通过寿丰变电站解决。

拟调整地块二位于两个小山丘之间，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基

地与与凯江路最大高差达到 7米，基地南侧为玄珠湖，基地内现还有

部分房屋未拆迁。

1.4 周围交通现状

拟调整地块区域交通可达性较为单一，受规划凤翥路与珠江路未

修建的原因，目前只能通过凯江路进入该区域。北侧凯江路三段为旌

阳区与中江县的连接性快速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 40 米，凯江路在

该区域坡度较大，与地块之间存在一定的高差。从主城区以及周边城

市高速来的交通流主要由西向东进入经过凯江路进入该地块，进入时

其主要拥堵点在于龙泉山路段到高速公路出入口处；出去时主要在本

地块与东侧调头处。拟调整地块一西、南、东面都被文化娱乐城包围，

但没有与文化娱乐城公园内的道路相连接。考虑到今后可能产生的人

流聚集，该地块的交通组织现状急需梳理，梳理不同方向的交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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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交通信号灯。拟调整地块二，西侧、南侧有部分文化娱乐城现状道

路，交通状况较地块一好，且其与凯江路高差较小，有利于交通组织。

1.5 规划修改的依据

（1）《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审批办法》

（2）《德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3）《德阳市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德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8-2030）》

（4）《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5）其它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技术规定等；

（6）相关会议纪要、文件、批文等；

1.6 小结

拟调整地块周边交通、市政条件一般，交通可达性较好，但比较

单一。土地待文化娱乐城完成拆迁工作后可以使用；周围由于地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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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原因，没有大量建设的现状和诉求，对于引入聚集人流的文化演

艺类商业设施有利。

2 论证分析

2.1 调整原由

拟调整地块一调整理由

1、德阳生态智谷服务中心需求：因生态智谷产业结构调整和玄

珠湖公园建设，拟建设文化演艺等功能，德阳生态智谷服务中心申请

将该地块用地性质由居住调整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玄珠湖公园功能完善需求：该地块被玄珠湖公园包围，其功

能与公园相适应，可以形成互补的效应，有利于文化娱乐城的整体打

造，形成整体联动效益。

3、城市补短板需求：该地块作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可以更好

的引进相关产业，弥补德阳市在文化演艺、娱乐等功能的缺失，为市

民新增一处打卡地。

4、解决文化娱乐城相关需求：文化娱乐城虽然还是公园用地且

目前仍然为公园功能，但由于管理问题，公园长期处于荒废状态，设

施陈旧，环境破败，依托该项目可带动文化娱乐城的转型，复兴文化

娱乐城，完善该片区的文化娱乐功能。

拟调整地块二理由

1、片区功能多样性、复合型需求：调整前地块性质为 B3（娱乐

康体用地），用地性质较为单一，仅能作为影院、舞厅、音乐厅以及

游乐场所使用，对片区引进产业限制较大，也不利于整体发展。调整

后，可以选择产业较多，有利于片区功能的复合型、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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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落地性需求：因地块一已经调整为 B类，地块由 B3调整

B后，更有利于整体产业联动，有利于招商引资，减少不必要的限制，

有利于项目早日推动，使文化娱乐城片区繁荣起来，有利于集中资源

促进文化娱乐城转型升级。

2.2 调整内容

德阳生态智谷服务中心提出了用地性质及具体指标调整的申请，

具体为：

一、将《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SD0301-16 地块

中进行用地性质调整。

用地性质：将二类居住用地（R21 类）调整为商业商务设施用地

（B类），用地面积为 47636.56 平方米（约 71.45 亩）。将防护绿地

（G2）调整为公园绿地（G1），用地面积为 5571.76 平方米（约 8.36

亩）。

二、将《国际健康谷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SD0301-14 地块

（B3）放宽要求至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2.3 影响评估

拟调整地块一影响评估

根据地块所处位置以及地块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商务设

施用地的情况，本次影响评估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片区功能结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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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谷（现为生态

智谷，以下统称）起步区规

划结构为“一核、两带、四

组团”的空间形态结构。即，

共享综合服务核，青衣江东

西向交通拓展带和南北向

中央共享拓展带，康养组

团、双创组团、教育组团和

文化娱乐组团。本次调整地

块位于文化娱乐组团，其地

块功能主要包括居住用地、

公园绿地、宗教用地、娱乐

康体用地。该组团内的居住

用地主要包括东山美庐、东

湖山领地、双拥小区国土安置房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建设完成，但周

边缺乏娱乐配套设施。目前，组团内具备建设条件的地块较少，本地

块是其中之一。

本地块由居住用地调整成商业设施用地不仅不会改变组团的功

能，还能更加强化该组团的功能，带动文化娱乐城；同时近期内也具

备建设条件。

2、交通影响

地块位于凯江路南侧，可达性较好，地块与凯江路之间高差较

大，达到 7米左右，坡度达到 20%左右；同时凯江路在此段坡度较大，

对本地块出入口组织造成了不利影响。

该项目在用地性质调整前，其容积率为 1.2，用地面积为 47636.56

㎡，限高为 16 米，根据现行的《德阳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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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数约 450 辆。居住小区，一般需要封闭，故出入口仅能从凯江路进

出，居住用地的封闭式交通无法形成交通循环，会对凯江路交通造成

一定的影响。经营性娱乐设施可以灵活组织凯江路及文化娱乐城内部

交通，形成微循环改善局部交通。

地块由居住

用地调整为商业

商务用地后，交通

量有所增加，但其

出入口可以通过

凯江路进出，也可

以通过文化娱乐

城进出，在一定程

度上分担了凯江

路的交通压力，也为娱乐城引入了人流，增加了商机，是盘活文化娱

乐城用地的契机。

交通组织。一是交通组织，建议采用分流向、分时段组织动态和

静态交通，从整个文化娱乐城周边现有和规划的道路入手，将交通流

入方向分为北向（凯江路）、西向（秦岭山路）、南向（凤翥路），

充分利用秦岭山路和文化娱乐城现状道路和周边停车设施组织交通。

从秦岭山路进出主要通过交通换乘的方式，可以通过文化娱乐城的电

瓶车，将游客带入本地块，游客可以将车辆停在秦岭山路处规划的停

车场。为完善片区的交通的可达性，建议尽快启动凤翥路和珠江路延

长线的修建。二是公共交通，现状有 36 路公交车途经该地块并设有

站点，规划建议将现状 6路公交车终点站从文化娱乐城延伸至该地块

东侧并新增或优化市区内公交线路至该地块。二是人流交通，可通过

凯江路和文化娱乐城内部交通进行组织。静态交通可通过临凯江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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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设置临时机动车停靠点解决出租车和网约车停靠，并在文化娱乐城

内部设置转用停车场。

因此本项目由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商务用地，不会对凯江路的交

通造成较大的影响;但需借助文化娱乐城内的道路解决一部分交通，

同时在公园绿地内及凯江路北侧设置一定的公共停车场来弥补该地

块停车问题。该项目停车可以通过周边停车场统一来解决，主要包括

沿山边道路、现状停车场、凯江路对面空地以及地块内设置的地下停

车场一并来解决；经测算，项目周边可以提供停车位约 300 个，项目

因地形高差原因，用地内可以设置约 260 个车位，项目车位可以按照

0.5 辆/100 ㎡标准配置。非机动车，考虑到现共享单车的发展，地块

内非机动车以满足员工停车位为主，其余可通过共享单车以及文化娱

乐城等来解决。

调整后交通示意图

3、城市景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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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被山体

和水体环绕，周围

无高层建筑，景观

资源极为丰富，地

块的建设如何适

应周边的环境，不

对环境造成破坏

是首要任务。地块

与周边山体高差

在 20—60 米之间，

为不遮挡周边山体，景观体现显山露水的特征，主体建筑高度应该控

制在 24 米以内，建筑密度控制在 55%以内。因周围均为绿地，故建

议绿地率不做控制。建筑应与山体和水体相互呼应，形成有机融合，

建筑应具有创意。由于居住用地调整为商业设施用地，北侧绿地防护

功能转化为公共游憩及疏散功能，故随即调整为公园绿地。

4、环境容量影响

该地块原有控制指标如下，为使市政管网及交通容量不增加，

也为了使环境质量不下降，建议容积率还是按照不超过 1.2 控制，

但为节约土地容积率需不小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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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其用地性质调整后不会对该组团功能产生不利影响，交

通量虽然会增加，但是通过分流可以有效减少对凯江路影响，商

业建筑多样性与创意性使得城市景观更加丰富。

5、环境分析

拟调整地块西侧翻过山体为德阳市动物园，该地块由居住用

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后不会动物园造成影响，其理由如下：一是该

地块与动物园之间有自然山体相隔，商业设施产生的噪音、晚间

产生的灯光等不会动物造成影响；二是各种娱乐、商业项目主要

在室内进行，产生噪音等将采取措施进行控制。同时动物园不会

对该地块产生影响，德阳常年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北风，该地块处

于东北-西南凹槽内，与主导风向一致，有利于静风污染物的排散。

另因山体间隔，动物防疫等产生影响也能较好的控制。

经查询德阳市地质灾害点调查分布数据，拟调整地块及周边区域

不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地块的建设必须保护原有地形地貌特征，不

得在近山区进行深开挖，不得在场地内进行高切坡、高填方。建设单

位在项目建设前应做地质灾害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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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指标

容积率：≥0.7,≤1.2

建筑密度：≤55%

绿地率：不做要求

建筑高度：≤24米

停车配置：机动车：0.5 辆/100 ㎡；

拟调整地块二评估影响

拟调整地块二由 B3调整为 B后，因用地性质未发生变化，对片

区结构未发生影响。根据《德阳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调整后，项

目的机动车配置标准未发生变化，该地块自身基地条件较好，与凯江

路高差较小，可以很好的组织交通，因此其交通也未产生影响。该地

块建筑高度、容积率、密度等均未发生变化，故对景观、环境等均未

产生影响。

3 专题论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地块一调整基本符合《控规》和城市总

体规划发展要求的，对该区域有积极影响，属于合理调整。地块二原

本就属于商业性质，调整不涉及地块性质变更和建设指标、配套标准

调整。为增加用地的复合性，以及有利于产业落地的角度，本论证报

告采纳德阳市生态智谷服务中心意见，即将用地性质由于 B3调整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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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图

1、强度指标对比

序

号

调整前 调整后

用地

性质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容积率
建筑高

度（米）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用地

性质

用地

面积

（平

方

米）

容积率
建筑高

度（米）

建筑

密度

绿地

率

1

二类

居住

用地

47636.56 ≤1.2 ≤13
≤

45%
≥30%

商业

服务

业设

施用

地

保持

不变

≥0.7,

≤1.2 ≤24 ≤55% ——

2
防护

绿地
5571.76 —— —— —— — 公园

绿地 保持不变

3

娱乐

康体

用地

26591.52 ≤1.2 ≤16m
≤

35%
≥30%

商业

服务

业设

施用

地

保持不变

2、附图一：调整后控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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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附图二：调整后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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