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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编制层次，是衔接城市总体规

划(或分区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衔接规划设计与管理实施的中间环节，是

指导城市规划调控城市土地开发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 

项目地块处在城市东部地段，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优化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布局，适应规划地块在下阶段的详细规

划布局和建设的实际需要，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滁州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总体规划》编制后有效的指导经济技术

开发区地块建设的顺利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委托，需对《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9 年 5 个地

块制性详细规划》中地块做出相应调整，以下简称现行控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滁州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

区总体规划》及有关法律、法规，本次报告主要对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KFQ2019-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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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KFQ2019-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论证报告》 

一、 现状概况 

1.1 城市概况 

滁州市位于安徽省东部（皖东）。地理坐标为北纬 31°51´～33°13´,东经

117°09´～119°13´之间。滁州市域东北和东部分别与江苏省淮安市、扬州市

毗邻，南与江苏省南京市接壤，西南和西部同安徽省巢湖和合肥市相连，西北

和北部与淮南市、蚌埠市相依。滁州市区距首都北京铁路里程为 1104 公里，距

省会合肥市铁路里程为 256公里，距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铁路里程为 389

公里，距江苏省省会南京市铁路里程 56 公里，直线距离只有 50公里。 

根据《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30 年）2018 年修改》，将滁州市定位

为皖苏之间新型区域中心城市、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优秀文化旅游城市。滁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滁城以东，马滁扬高速路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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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块区位 

本次调整的地块位于滁州市城市以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集中

示范园区内。 

地块所在城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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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基本情况及周边现状  

2.1 项目位置及规划用地范围 

项目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9 年 5 个地块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修改地块

为控规中的 KFQ2019-01-01、KFQ2019-01-02地块，地处淮安路与湖州路交叉口

西北侧。规划用地红线面积 148899m2。 

地块所在经开区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位置 

 

2.2 用地及周边现状 

规划红线范围内尚未建设，用地基本成矩形，现状已基本平整，周边有部

分建筑分布。 

修改地块北侧为规划的福斯特工业用地，南侧为已建道路淮安路，道路红

线宽度为 24m，西侧为已建成的西安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一期厂房，与北

湖 
州 
路 

淮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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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二期厂房形成整体布局，东侧为已建道路湖州路，道路红线宽度为 42m，绿线

宽度为 10m。场地东北角外侧有一段人工水渠，场地内部已进行土地平整。 

详见现状实景照片与地形如下： 

现状卫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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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外侧人工水渠 

 
已平整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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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东侧已建湖州路 

 

三、 上位规划及现行控规方案简介 

3.1 上位规划 

依据滁州市开发区发展，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了《滁州

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总体规划》，规划暂未批复。 

滁州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位于滁州市城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侧，紧

邻马滁扬高速。规划范围北至扬州路，南临扬子路，西临徽州路，东至湖州路，

总面积约 14.8 平方公里。 

规划区内以工业用地为主，其中一类工业用地占总规划用地 12.3%，主要分

布规划用地的西北侧，二类工业用地占总规划用地 37.8%，在规划用地的北侧和

南侧分别布置二类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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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行控规对 KFQ2019-01地块的控制要求 

现行控规为《滁州经济开发区 2019 年 5 个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19

年 9月 30日获得滁州市人民政府批复，控规中项目地块分为南（KFQ2019-01-02）、

北（KFQ201901-01）两个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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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控规北地块（KFQ2019-01-01）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商业

用地（B1），用地面积为 7.00 公顷，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2.0，建筑密度

≤25%，建筑限高≤80m，绿地率≥35%，配套设施包括幼儿园、公共厕所和社区

管理用房，其中商业面积占总计容面积比为 3%-10%； 

现行控规南地块（KFQ2019-01-02）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R2）、商业

用地（B1），用地面积为 6.36 公顷，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2.0，建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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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建筑限高≤80m，绿地率≥35%，配套设施包括菜市场、社区管理用房，

其中商业面积占总计容面积比为 3%-10%。 

现行 KFQ2019-01地块控规控制图则 

 

1、总平面布置要求 

沿淮安路、台州路、南通路可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机动车出入口距离湖州

路交叉口不小于 70 米，距离南通路、淮安路、台州路交叉口不小于 30 米。且

不得设置在展宽段，按照有关规范，组织好人流、车流及消防疏散通道。 

2、停泊车位 

符合《滁州市建设工程配建机动车、非机动车泊位设置标准》建工﹝2017﹞

106 号要求。居住部分配建机动车位不低于小区居住车位总数 10%的比例配建充

电桩，商业部分配建机动车位不低于小区商业停车位总数 2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 



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KFQ2019-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论证报告 

11 
 

3、建筑间距及建筑退让 

本地块建筑间距和退让应符合《滁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 

4、配套设施 

按照部颁发规范要求设置管理用房，供配电用房、煤气调压站、消防栓、

环卫设计、体育设施、通讯基站等配套设施。KFQ2019-01-01 地块设置一所 12

班幼儿园；设置建筑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公共厕所一座，配建社区工作用房。

KFQ2019-01-02 地块设置一处菜场，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0 平方米；配建社区工

作用房。各类工程管线应统一规划设计，采用地下铺设，雨污分流。 

5、城市设计引导 

建筑立面应简洁，建筑风格、色彩、造型与周边环境有机协调，注重建筑

天际线塑造。绿化方案应单独报审，与房屋建设同步规划、建设与核实。商业、

高层建筑应进行亮化，其中住宅应对顶部进行亮化。建筑应统一设置空调机位，

并对空调室外机和管道进行遮挡。 

四、 控规调整的依据  

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规划论证的基础资料和论证需要，本报告主

要依据包括了以下法律法规、技术规定及相关规划。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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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1）； 

6、《安徽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34/T547-2005）； 

7、《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3）； 

8、《滁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 

9、《滁州经济开发区 2019 年 5个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10、国家、地方其它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础资料。 

五、 控规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5.1 法规条例 

依据《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可以依法组织修改： 

1、总体规划修改对用地布局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2、实施国家或者省重点项目需要修改的； 

3、实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

的； 

4、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5.2 调整必要性分析 

1、与项目现状相结合，进一步保证城市规划的规范性。 

根据片区的发展现状，地块西侧与西北侧为西安隆基乐叶光伏已建成厂房，

北侧为福斯特一期工业用地，周围用地多以二类工业用地为主，若继续保持原

二类居住用地，对居住用地环境会产生一些影响，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未来发



滁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KFQ2019-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论证报告 

13 
 

展，调整用地性质可以对原地块进行更加精细化规划，配合周边工业设施，为

配套工程建设预留更多空间，将增强地块内部布局的合理性，促进土地资源的

合理利用。 

2、优化了用地布局，改善交通组织安排的需要。 

从交通组织上看，KFQ2019-01 地块南临淮安路，东临湖州路，地块北侧与

西侧规划的南通路路段与台州路路段已无法实施，地块原规划的四面毗邻道路

变为两面毗邻道路，对居住用地未来与城市交通衔接会产生一些影响。调整用

地性质后，以湖州路作为联系城市的主要交通干道，并结合东侧临近的马滁扬

高速，可以更好的适应下阶段建设的实际需要，完善和提升区域交通组织。 

因此，地块控规调整是必要的。 

六、 规划调整可行性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本次报告主要针对该地块用地性质的调整，从对法律法规、

周边环境、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产生影响的分析论证。 

6.1 控规动态调整合法合规，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第十七条，规划区范围、

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

农田和绿化用地、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

应当作为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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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城镇、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建

设部 7 号）第十九条，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

度，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 

本次规划 KFQ2019-01 地块，控规中用地性质由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二类工

业用地，地块调整合法合规，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 

6.2 交通影响性分析 

地块所在区域交通条件较好，KFQ201-01 地块南侧淮安路为城市支路，东侧

湖州路城市主干道，从地块周边的城市路网体系分析，周边路网结构合理、道

路等级明确、交通流线清晰。根据现在，本次规划调整的内容中将规划中无法

建设的南通路路段与台州路路段纳入规划范围，将出入城区的交通流量引导至

外环主干路湖州路，可减少城区内部交通压力。因此，相较现行控规，将对道

路交通条件带来有利影响。 

6.3 公共服务设施影响性分析 

规划主要是对用地性质进行调整， KFQ201-01 地块原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

现调整为二类工业用地后，不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要求。 

6.4 市政设施影响性分析 

调整后的地块用地面积基本不变，用地性质及使用功能与现行控规不同，

周围用地以二类工业用地为主，对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等配套市政基础设

施需求基本不变，现有及规划的市政设施仍能满足地块需求。因此市政设施配

套对区域市政设施基本无影响，规划调整技术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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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周边环境影响性分析 

地块锁在位置为开发区工业区，将地块性质从二类居住用地调整为二类工

业用地可以减少工业对居住的不良影响，从环境影响方面分析，用地性质的调

整是可行的。 

因此，地块控规调整是可行的。 

七、 拟调整规划 

本次控规调整将根据项目用地周边实际现状，进行相对应的修改。现状中

项目西侧地块原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现已建成为工厂，与北侧西安隆基乐叶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合并成一个整地块，规划的南通路与台州路在此路段将不建

设。调整中将现行规划中南（KFQ2019-01-02）、北（KFQ201901-01）两个地块

合并为一个地块。 

项目调整后为 KFQ2019-01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地块面积为

14.89 公顷，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1.2，建筑密度≥40%，绿地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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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调整规划图 

 

八、 规划调整结论 

经对项目区位和地块调整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结合实际操作性，

在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本次报告形成以下结论： 

本次调整变更原地块用地性质，配合城市交通组织，促进了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引导城市交通分流；规划调整后不会对城市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等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对滁州市经开区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

区 KFQ019-01 地块调整的方案是可行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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