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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建设国家低碳绿色发展示范区，引导肇庆新区的开发建设，满足新区的基础设施和开发项目建设需求，

强化用地管理，落实低碳城市发展指标，提升城市形象以及建设开发部署，推进肇庆新区高品质、精细化开

发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

法》、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肇庆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有关法律规范，编制

《肇庆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肇庆新区起步区，西至凤凰大道，南至鼎湖大道，东至新区中路，北至321国道和站前大

道，总面积为16.85平方公里。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年）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 

（6）《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7）《城市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1999） 

（8）《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 

（9）《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0）《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1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2）《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13）《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1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 

（15）《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2008） 

（16）《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45号，2005） 

（17）《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44号，2005） 

（18）《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19号，2003） 

（19）《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12号，2002） 

2、地方规划、文件、相关规划 

（1）《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2005） 

（2）《肇庆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3）《肇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4）《肇庆市鼎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5）《广东肇庆新区发展总体规划（ 2015-2030 年）》 

（6）《肇庆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7）《广东肇庆新区概念规划》 

（8）《广东肇庆新区低碳发展专项规划（ 2012-2030 年）》 

（9）《广东肇庆新区产业发展专项规划（ 2012-2030 年）》 

（10）《肇庆新区重点地段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心区控规） 

（11）《肇庆新区健康宜居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3、其它相关规划文件及国家、广东省和肇庆市其他相关法规、条例和技术规定 

第四条 规划成果 

规划成果由技术文件、法定文件和管理文件组成，三者不可分割。技术文件包括说明书、技术图纸。法

定文件由法定文本和法定图则组成。管理文件由管理文本和管理图则组成。 

第五条 规划法定效力 

本规划是规划区范围内建设和开发的法定指导性文件，自本规划批准公布之日起，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

利用和开发建设活动应服从规划提出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并应符合国家、省、市、区有关法规和标准的

规定。下一层次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也应遵循本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进行编制。 

第六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经肇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如需调整，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规划法》及《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七条 规划权属 

本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执行，解释权属于肇庆市城乡规划局。 



  肇庆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Zhaoqing New District Starting Area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Revision）                                                                                                                                                                                    法定文本 

-3- 
 

第2章   功能与规模 

第八条 规划定位 

本次规划范围是肇庆新区的重点片区启动区，起步区建设将对肇庆新区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本

次规划定位确定为：打造服务肇庆的综合功能中心；广佛创智汇聚的创新平台；汇集文化娱乐的活力之核；

低碳绿色发展的生态示范。 

本次规划通过四个方面实现该规划定位： 

一是贯彻“两区引领两化”，结合重点项目建设实际调整用地，促进 “产-城-人”融合共赢； 

二是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保障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进一步深化、细化、落实低碳绿色

指标； 

三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构筑人性化的城市品质标杆； 

四是以城市设计全过程效果管控为手段，以精细化、品质化城市设计指导城市开发，塑造理想城市  

第九条 功能布局 

用地布局贯彻“融合、混合、缝合、契合”的思路。“契合”低碳发展的理念，通过慢行系统、滨水绿

带等将渗入城市内部，促进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打造了中部活力组团，“缝合”城市功能组团；并在用地

布局强调土地的“混合”使用。 

规划范围分为 4 个功能片区，分别是中轴商务区、行政办公区、滨水活力区、总部经济区。 

第十条 建设用地及人口规模 

规划建设用地 1420.95 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1413.62 公顷，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7.33 公顷。 

规划居住人口 18.16 万人。 

第3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十一条 各类用地规模与比例 

 规划城市建设用地 1413.62 公顷，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及广场用地 6 大类。用地面积与比例详见表 3-1、3-2。 

 

 

 

表 3-1 规划城乡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类别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规划区用地比例 

1 

建设用地 1420.95  

84.33% 
H 

H1 城乡居民点用地 1413.62  

  H11 城市建设用地 1413.62  

H2 区域交通设施用地 7.33  

  H21 铁路用地 7.33  

2 

非建设用地 264.05  

15.67% 
E 

E1 水域 229.65  

E9 其它非建设用地 34.41  

城乡用地 1685.01  100.00% 

表3-2 规划区城市建设用地汇总表 

序号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比

例 1 R 
居住用地 271.08  

19.18% 
其中 R2 二类居住用地 271.08  

2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14.94  

8.13% 
其中 

A1 行政办公用地 1.18  

A2 文化设施用地 14.22  

A3 

教育科研用地 44.34  

A33 中小学用地 37.11  

A35 科研用地 7.23  

A4 体育用地 27.17  

A5 医疗卫生用地 28.03  

3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357.02  

25.26% 
其中 

B1 商业用地 186.31  

B2 商务用地 149.55  

B3 

娱乐康体设施用地 21.15  

B31 娱乐用地 20.04  

B32 康体用地 1.11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00  

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414.81  

29.34% 
其中 

S1 城市道路用地 410.69  

S4 

交通场站用地 4.11  

S4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0.64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3.47  

7 U 

公用设施用地 7.87  

0.56% 
其中 

U1 供应设施用地 5.80  

U2 环境设施用地 0.23  

U3 安全设施用地 1.84  

8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247.90  

17.54% 
其中 

G1 公园绿地 225.51  

G2 防护绿地 14.94  

G3 广场用地 7.44  

城市建设用地 1413.6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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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的相关规定 

规划区内用地及各地块的使用强度采用规定性的控制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体系主要有：用地面积、总建

筑面积（由地面以上）、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种类和规

模等，以上指标原则上不予调整。 

地块的开发强度必须符合法定图则的规定，即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不得超过该地块规定的指标

要求；绿地率不得低于该地块规定的指标要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的种类、规模必须符

合配套设施的管制要求。 

第十三条 建设用地容积率控制 

地块开发建设容积率必须符合法定图则中的规定，当地块合并开发时总建筑面积不应超过相应地块建筑

面积的总和。 

第十四条 土地使用强度调整执行规定 

在本规划执行过程中，遇到部分特殊情况时，土地开发强度应经规划主管部门重新确定： 

（1）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开发； 

（2）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开发； 

（3）对土地使用性质改变，且符合兼容性规定的。 

第5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第十五条 道路等级 

规划区内的城市道路按照其在道路网中的地位、交通功能等，划分为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路、次干

路及支路，形成五个等级的道路网系统。 

 

第十六条 道路控制 

各等级道路红线宽度、路段长度应符合表 5-1 的规定。 

表 5-1：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

等级 

红线

宽度

（m） 

断面形式 备注 

快速

路 

88 

2.0（人行道）+4.0（隔离带）+7.50（辅道）+4.5（隔离带）+16.00（主

道）+20.0（中央隔离带）+16.00（主道）+4.5（隔离带）+7.50（辅道）

+4.0（隔离带）+2.0（人行道） 

鼎湖大道 

63.5 

3.0（人行道）+3.0（隔离带）+7.5（辅道）+1.5（隔离带）+15.75（主

道）+2.0（中央隔离带）+15.75（主道）+1.5（隔离带）+7.5（辅道）

+3.0（隔离带）+3.0（人行道） 

G321 

60 

5.0（人行道）+1.5（隔离带）+7.0（辅道）+3.0（隔离带）+11.5（主

道）+4.0（中央隔离带）+11.5（主道）+3.0（隔离带）+7.0（辅道）+1.5

（隔离带）+5.0（人行道） 

鼎湖大道、

东侧快速路 

主干

路 

60 

5.0（人行道）+2.0（隔离带）+2.5（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15.0

（机动车道）+8.0（中央隔离带）+15.0（机动车道）+1.5（隔离带）+2.5

（非机动车道）+2.0（隔离带）+5.0（人行道） 

新区环路 

60 

6.0（人行道）+2.0（隔离带）+2.5（非机动车道）+3.5（隔离带）+11.5

（机动车道）+11.0（中央隔离带）+11.5（机动车道）+3.5（隔离带）

+2.5（非机动车道）+2.0（隔离带）+6.0（人行道） 

站前大道 

50 

5.0（人行道）+2.0（隔离带）+2.5（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11.5

（机动车道）+6.0（中央隔离带）+11.5（机动车道）+1.5（隔离带）+2.5

（非机动车道）+2.0（隔离带）+5.0（人行道） 

景观大道、

新区中路、

长利大道 

40 

3.0（人行道）+2.0（隔离带）+2.0（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23

（机动车道）+1.5（隔离带）+2.0（非机动车道）+2.0（隔离带）+3.0

（人行道） 

沿江路 

次干

路 

38 

2.0（人行道）+2.0（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11.5（机动车道）

+4.0（中央隔离带）+11.5（机动车道）+1.5（隔离带）+2.0（非机动车

道）+2.0（人行道） 

 

38 
4.0（人行道）+2.0（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23.0（机动车道）

+1.5（隔离带）+2.0（非机动车道）+4.0（人行道） 
 

32 4.5（人行道）+23.0（机动车道）+4.5（人行道）  

30 
4.0（人行道）+2.5（非机动车道）+1.5（隔离带）+14.0（机动车道）

+1.5（隔离带）+2.5（非机动车道）+4.0（人行道） 
 

支路 

24 5.0（人行道）+14.0（机动车道）+5.0（人行道）  

17 1.5（人行道）+14.0（机动车道）+1.5（人行道）  

16 2.0（人行道）+12.0（机动车道）+2.0（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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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交叉口规划 

道路交叉口分为立体交叉和平面交叉两种形式。其中立体交叉口分为互通式立交、半互通式立交、分离

式立交两类，平面交叉口又分为展宽式信号平交、信号平交、无控平交三类。规划按照快速路与城市主干道

都采取立体交叉的方式，主干道与次干道相交均采取次干道展宽式信号平交。交叉口形式的设置标准如表

5-2。 

表 5-2：道路交叉口组织形式一览表 

相关道路 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快速路 A A —— —— 

主干道 A A、B B —— 

次干道 —— B C C 

支路 —— —— C C、D 

注：A 为立体交叉口；B为展宽式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C为信号灯管理平面交叉口；D为不设信号灯的平
面交叉口。 

第十八条  交通设施规划 

（1）社会停车场 

在规划区内布置 6 处地面社会停车场，总用地面积为 3.47 公顷。 

（2）加油加气站 

规划区内规划 1 个加油加气站，用地面积 0.46 公顷。 

（3）公交首末站 

规划公交首末站 1 处，位于 312 国道以东砚阳路以北，用地面积 0.64 公顷。 

第十九条 交通设施用地管制 

道路红线之内的交通设施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第二十条 公共交通规划 

（1）公交线路 

规划区内构建“轴线+环线”的公交线网模式：“轴线”联系肇庆市区的其他功能区，“环线”串联新区

内的不同组团，构建组团间的快速联系。 

规划观光型公交线路，衔接中央绿轴，通过公交出行方式，有效组织中央商业商务区的通勤交通。 

规划与城际城轨站接驳的空轨线路，并联系不同组团；站点结合道路两侧的公建设置，通过空中走廊联

系。 

（2）公交站点 

公交系统包括三个层级的公交枢纽：交通型枢纽、公共型枢纽、邻里型枢纽。 

第二十一条 慢行交通规划 

（1）城市绿道 

结合砚阳湖、长利河、横槎涌和西江的滨水绿地，设置自行车休闲健身绿道。把规划区各个组团串联起

来，突显城市景观和滨水景观，打造市民休闲健身之道。 

（2）社区绿道 

主要衔接公共交通系统站点、公共中心、商业体以及广场、滨水空间、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在核心区

通过设置二层步行系统以及地下步行空间，形成二层、地面以及地下立体化、人性化、全天候、连续整体的

步行体系。 

（3）立体慢行系统 

规划在站前商贸组团、中轴商务组团、行政办公组团，结合建筑架空平台、地下空间、道路高差、水系

沿岸等构筑立体的慢行系统，使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从空间上分离。 

 

 

第6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二十二条 规划布局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由行政办公、文化设施、教育科研、体育、医疗卫生等功能构成。为居住提供

配套服务的商业、文化及体育等用地围绕不同组团的居住区中心布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14.94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8.08%。其中，行政办公与文化设施用地主要布局在行政办公组团、总部组团和滨水

组团。  

（1）教育设施 

规划区内共设置1处30班高中，3处24班初中，中学共计72班；布局6处24班小学，小学共计144班；14

处15班幼儿园，幼儿园共计210班。 

（2） 医疗卫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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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布局1处综合医院，为在建的中大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新增二级、三级专科医院各1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2处，社区卫生服务站17处。 

（3）文化体育设施 

落实区域性文化体育设施，包括城市展览馆1处、文化馆1处、档案馆1处、艺术中心（端砚博物馆）1

处、科技馆1处、青少年宫1处、图书馆1处。文化活动中心按3-5万人口服务，用地面积5000-6000m²设置，

共设置4处。文化活动站按按服务1-1.5万人配套，结合公园绿地安排，共设置14处。 

体育设施落实1个意向落户的市级设施体育中心，作为十五届省运会主场馆，另外新增综合体育活动中

心3座，居民健身设施9处。       

（4）社区服务与行政管理设施 

居住区级、小区级社区服务和行政管理设施结合居住人口和居住空间分布统一配套。设置3处独立占地

的老年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另外设置26处社区居委会、老年人活动中心。      

（5）商业服务设施 

除了传统的满足社区生活配套的设施外，结合商业中心的特点，规划完善的商业商务配套设施。规划设

置肉菜市场2个。 

表5-1 公服设施规划一览表 

类别 项目 级别 

每处服务人

口 

（万人） 

数量 

用地规模总

计 

（m²） 

备注 

教育 

高中 区域统筹 5 1 — — 

初中 区域统筹 3.75 3 — 现状 1 所 

小学 小区 1.5 6 80000 现状 2 所 

幼儿园 小区 1.35 14 57400 — 

医

疗

卫

生

 

综合医院 区域统筹 20 1 161300 独立占地，500 床 

三级专科医院 区域统筹 20 1 — — 

二级专科医院 区域统筹 20 1 —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居住区 10 2 80000 — 

社区卫生服务站 小区 16 16 — 非独立占地 

文

化

体

育

 

体育中心 区域统筹 6 1 170600 独立占地 

综合体育活动中心 区域统筹 — 3 124700  

区域级文化设施 区域统筹 — 7 200500 独立占地 

文化活动中心 居住区 5 4 40000 独立占地 

文化活动站 小区 1.5 14 — 非独立占地，结合绿地布局 

类别 项目 级别 

每处服务人

口 

（万人） 

数量 

用地规模总

计 

（m²） 

备注 

商

业

设

施

 

菜市场 居住区 5 2 — 首层，可结合超市布置布置 

社区服务设

施 

老年服务中心 居住区 5 3 — 独立占地 

老年活动中心 小区 0.75 26 — 首层，结合居住点布置 

社区居委会 小区 0.75 26 —  

总计 - - 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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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绿地系统规划  

第二十三条 公园绿地规划 

规划公园绿地主要包括综合公园、社区公园、带状公园以及防护绿地等四种类型。规划围绕砚阳湖规划

市民公园、砚阳湖公园等综合公园；沿西江、长利涌、横槎涌规划滨水带状公园；沿南广铁路设置防护绿地；

此外在各组团中心规划区级公园，在居住区附近规划社区公园，以实现居民“步行5分钟”见绿的目的。 

第二十四条 绿地指标 

规划绿地面积 247.90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 17.53%，其中，公园绿地 225.51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5.95%；防护绿地面积 14.94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1.06%；广场用地 7.44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53%。

人均绿地面积 12.65 平方米（其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51 平方米）。 

 

第8章  “四线”控制规划 

第二十五条 城市绿线 

是指城乡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绿地包括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

地、道路绿地、生态风景林地。 

第二十六条 绿线管制要求 

批准的城市绿线应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所有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绿线，服从城市绿线管理

的义务；都有监督城市绿线管理，举报、投诉城市绿线管理违法行为的权利。 

城市绿线范围内禁止进行除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公园等以外的项目建设。 

城市绿线范围内规划的公共绿地、防护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必

须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公园设计规范》等标准进行建设。 

城市绿线内用地，不得改作他用。有关部门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任何工程建设。

因城市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不符合绿地

系统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乡绿地范围内进行拦河截溪、取土采石、设置垃圾堆场、排放污水以及其它对

生态环境构成破坏的活动。近期不进行绿化建设的规划绿地范围内的建设活动，应当进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并按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予以严格控制。 

第二十七条 城市黄线 

是指对城乡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的城乡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包括交

通设施、给水设施、排水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燃气设施、热力设施、防灾设施以及其它设施等九大

类设施用地控制范围。 

第二十八条 黄线管制要求 

城市黄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变化等需要调整城市黄线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依法调整城市规划，并

相应调整城市黄线。调整后的城市黄线，应当随调整后的城市规划一并报批。 

调整后的城市黄线应当在报批前进行公示，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在城市黄线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贯彻安全、高效、经济的方针，处理好近、远期关系，据城市发展的

实际需要，分期有序实施。 

在城市黄线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2）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3）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4）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在城市黄线内进行建设，应当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 

在城市黄线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应当依法向城乡规划

主管部门申请城市规划许可，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迁移、拆除城市黄线内城市基础设施的，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因建设或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黄线内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1）未经市人民政府、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黄线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的； 

（2）擅自改变城市黄线内土地用途的； 

（3）未按规划许可的要求进行建设的。 

第二十九条 城市蓝线 



  肇庆新区起步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Zhaoqing New District Starting Area Regulatory Detailed Planning （Revision）                                                                                                                                                                                    法定文本 

-8- 
 

是指城乡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以及因河道整

治、河道绿化、河道生态景观保护等需要而划定的规划保留区。 

第三十条 蓝线管制要求 

城市蓝线一经批准，不得擅自调整。 

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布局结构变化等原因，确实需要调整城市蓝线的，应当依法调整城市规划，并相应调

整城市蓝线。调整后的城市蓝线，应当随调整后的城市规划一并报批。 

调整后的城市蓝线应当在报批前进行公示，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的除外。 

在城市蓝线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 

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 

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采石、取土； 

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 

其它对城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经批准的城市规划。 

在城市蓝线范围内禁止进行对水体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

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应当依法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城市规划许可，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需要临时占用城市蓝线内的用地或水域的，应当报经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同意，并依法办理

相关审批手续；临时占用后，应当限期恢复。 

第三十一条 城市紫线 

本规划区无其它紫线控制要求。 

 

 

第9章 地块控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地块划分 

本规划地块划分与编码制定采用原控规管理单元三级编码办法，即“单元代码+大地块代码+细分地块代

码”组成。 

由道路或者其它自然物划分为地块，规划区共划分 5 个管理单元、215 个规划用地地块。从而形成规划

区——管理单元——地块分层次的工作层面，做到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第三十三条 地块编码 

为便于规划管理和建设实施的操作,本规划地块划分与编码制定采用原控规管理单元三级编码办法，即

“单元代码+大地块代码+细分地块代码”组成，如“XQ-XZ0601”表示肇庆新区行政办公单元 06 街区 01 地

块。 

第三十四条 土地使用性质 

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本次规划土地使用性质原则分至小类，

部分用地分至中类。各地块的用途控制详见法定图则。 

第三十五条 土地混合使用 

本次规划允许在政府引导下，进行适度的土地混和开发，以整合各类用地功能，更有效满足城市发展需

求。土地混和开发不仅可有效解决某些地区因功能单一导致的交通拥塞、景观贫乏等问题，又能加快新区建

设步伐。地方政府可借助降低土地价格、提供基础设施等措施，积极引导促进办公、购物、休闲等具有兼容

性的公共建筑进行集聚。 

第三十六条 改变土地现状用途的规定 

1、本规划所确定的土地用途是对未来土地使用的控制与引导，现状合法的土地用途与本规划用途不符

的，在符合消防、卫生、交通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原则上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使用功能；一旦这类土地要

求进行改造和重建时，必须与本规划规定的用途相符。 

2、在执行本规划中所规定的用途时，必须同时遵守其它相关法则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的相关规定 

规划区内用地及各地块的使用强度采用规定性的控制指标体系。控制指标体系主要有：用地面积、总建

筑面积（由地面以上）、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种类和规

模等，以上指标原则上不予调整。 

地块的开发强度必须符合法定图则的规定，即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不得超过该地块规定的指标

要求；绿地率不得低于该地块规定的指标要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的种类、规模必须符

合配套设施的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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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建设用地容积率控制 

地块开发建设容积率必须符合法定图则中的规定，当地块合并开发时总建筑面积不应超过相应地块建筑

面积的总和。 

第三十九条 土地使用强度调整执行规定 

在本规划执行过程中，遇到部分特殊情况时，土地开发强度应经规划主管部门重新确定： 

（1）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开发； 

（2）对本规划确定的地块进行细分开发； 

（3）对土地使用性质改变，且符合兼容性规定的。 

 

 

 

第10章 开发时序  

第四十条 近期实施与远期控制的规划编制协调机制 

综合考虑上位规划意图、政府和市场的开发意向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划分近期、远期开发的区域。远

期开发区域不确定性强，控制弹性较大，先进行单元层面的控规编制，重点规定单元主导用地性质、建设总

量控制、公益性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控制以及“四线”控制等内容，对地块指标不作规定。近期开发区域应

该完成地块层面的控规编制，为土地批租提供依据。 

第四十一条 近期实施与远期控制的规划管理协调机制 

对已建成现状进行合法性认定，对建筑物的进一步发展（如修缮、改变、扩建等）制定限制原则，结合

国有土地使用权年限对与规划意图严重冲突的现状建设进行调整。 

结合城市更新形成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让等积极引导政策，将已作出的消极规划许可中的部分开发权

益积极引导至适宜的区域。 

针对现行控规影响较大的历史许可，通过谈判协商，形成产权调换、作价补偿、补交差价等措施，调整

优化历史规划许可，使之尽量不影响现行控规的指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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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名词解释和技术规范 

（1） 地块：指被道路和不同用地性质界线所划分出的城市用地。 

（2） 建筑容积率：一定用地范围内，总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 

                  总建筑面积 

容积率＝  ———————— 

                     总用地面积 

本式中：总建筑面积为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为地块净用地面积。 

（3） 建筑密度：一定用地范围内，建筑基底总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率。 

                     地块建筑基底面积 

建筑密度＝  ——————————（％） 

                  总用地面积 

本式中：总用地面积为地块净用地面积。 

（4） 用地红线：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批准，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界线。 

（5） 道路红线：由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道路用地横断面宽度的边界线。 

（6） 建筑后退线：一般称建筑控制线，是建筑物基底位置的控制线。 

（7） 绿地率：规划区范围内各类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专用绿地面积和道路绿地）的总和占

规划区用地面积的比率（％）。 

（8） 相容性：指建设项目性质与《规划图则》规定的地块或街坊土地使用性质相合或相矛盾的程度。 

（9） 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为安全行车及公共城市空间构成的需要，不允许机动车出入的范围。其中包

括机动车出入口位置必须退让道路交叉口的距离、必须退让公共步行通道的距离、城市公共空间中

不允许机动车开口的位置，以及其他影响行车安全的位置。 

（10） 机动车出入口方位建议：指街坊内或地块内机动车道与外围道路相交的出入口方位和位置。此规定

建议某个地块宜在此方位设置机动车出入口。 

（11） 建筑退道路红线：指建筑沿道路部分的建筑外边界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 

 

 

附录Ｂ：本规划文本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细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应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且“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4.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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