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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0.1条 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铜陵市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抓住城市更新的发展机遇，疏解设施功能，

完善道路系统，打造生态、和谐、人文、宜居、宜业、充满特色的城市中心老城片区；

结合城市绿色发展需求，贯彻城市修补、城市设计等理念，通过功能结构与城市环

境有机结合，实现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 1.0.2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8.8）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08）

5、《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9版）

6、《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4）

7、《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3）

8、《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9、《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0、《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2016版）

11、《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3）

12、《安徽省县城规划编制标准》DB34/T1950-2013

13、《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2018年修订）（送审稿）

14、《铜陵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15、《铜陵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17版）》（2018年修改）

16、已批准的地块内部及周边相关规划

17、铜陵市相关专项规划及国家、安徽省规划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及管理办

法 1

第 1.0.3条 规划范围

TG-08单元位于铜陵市主城区东南边缘，大铜官山公园的北部，规划范围北到长江

东路，南抵宝山路，西至义安大道北段，东达天马山硫金矿厂区，总用地面积 1.38平方

公里，单元主要涉及友好社区、露采社区及螺丝山社区。

第 1.0.4条 规划原则

1、落实上位规划，明确功能定位

本单元属城市中心边缘区域，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本区用地功能为居住功能。

2、优化空间布局，综合调整土地利用规划

落实退二进三及已批已建用地，细化空间布局，综合确定用地功能及用途。

3、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完善公共设施及基础设施配套

规划贯彻城市修补、城市设计的理念，以更好的城市功能及空间，服务生产生活，

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4、积极保护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本单元用地环笔架山而建，东边与大铜官山毗邻，在发展建设的同时，应注重与周

边生态环境相协调，与大铜官山公园形成良好的布局、道路等规划内容的衔接。

5、注重弹性规划，强调规划的前瞻性与灵活性

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服务城市建设，刚性及弹性要素结合控制。

第 1.0.5条 规划成果

规划成果包括文本、整体性控制图则、地块图则及说明书。本文中下划线内容为强

制性控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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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功能定位与规模

第 2.0.1条 规划目标

打造生态、和谐、人文、宜居、宜业的综合型社区。

第 2.0.2条 功能定位

本单元为集医疗、商业等多业态融合、居住环境良好的综合性现代社区。主导属性

为居住和商业商务。

第 2.0.3条 发展规模

本单元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38.33万㎡，总人口数为 3.84万人。

第三章 单元整体性控制规划

第一节 用地布局

第 3.1.1条 空间结构

本单元的空间布局形态可概括为“一心、七片区”。

“一心”：位于单元西北端长江路、义安路、长江二路和铜都大道围合地区是城市商

业商务中心区,属于市级商业中心；

“七片区”：位于笔架山路中段南侧的市级医疗服务区人民医院所在地。笔架山东侧

沿山体规划为以康养业态为主的商业服务区。现天马山矿生产区规划为大铜官山入口旅

游服务区。

此外还有四个居住片区，东大路隧道南侧为东居住片区，宝山棚户安置区为南居住

组团，铜都大道以西为西居住片区，铜都大道以东至东村为中居住片区。

第 3.1.2条 主要功能区布局

本单元以二类居住用地为主，兼有医疗、商业与教育科研等用地。

1、居住用地

本单元规划二类居住用地 65.55万㎡。

本单元四个片区人口分布见表 3-1。

表 3-1 居住片区人口规模一览表

社区名 类别 人口 户数 备注

西居住片区 保留整治+新建 8872 2773
新建社

区按照

3.2 人/户

计

中居住片区 保留整治+新建 19527 6102

东居住片区 新建 3120 975

南居住片区 保留整治+新建 6893 2154

合计 —— 38412 12004 ——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包括公共服务设施有行政办公、教育科研、文化和医疗卫生用地等类，以保留用地

为主，办公类主要分布在长江路和铜都大道沿路，教育用地指实验小学和新建的东村小

学，医疗卫生用地指人民医院，文化设施用地指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3、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铜陵市 TG-08单元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本

3

现状保留的商业服务业主要沿长江东路及铜都大道集中分布，新建商业商务用地集

中位于两处，一是笔架山公园东麓，以创意产业和医养性质为主，另一处位于铜官山公

园北入口、天马山矿用地，为旅游服务业用地。

4、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主要包含和平支路沿线的停车场及宝山路北侧公交首末站，总用地面积 18.23 公顷。

6、绿地与广场用地

规划总面积为 4.48公顷。公园绿地及规划主要有集中五处，第一处是板栗山公园，

占地 1.51公顷，第二处是东村绿化带，占地 0.69公顷；第三处为现状笔架山广场，占地

0.72公顷。第四处为笔架山西广场，位于宝山路与铜都大道交叉口处，占地 1.10公顷，

第五处为铜矿老铁路文化公园，占地 0.22公顷。

第 3.1.3条 用地潜力类别

根据土地可利用情况分为保留已建用地、整治用地、已批（在建）用地、存量改造

更新用地、新增用地五种类型。

表 3-2 土地利用分析表

类型
面 积 （ h

㎡）
所占比例 备注

保留已建用地 40.34 29.2% 维持原状用地

整治用地 16.13 11.7% 建于上世纪八十年末的老小区

已批或在建用地 21.09 15.2% 用地已经出让或正在建设

改造更新用地 14.68 10.6% 包括闲置用地与棚户区改造用地

新增用地 29.67 21.4% 从非建设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城市道路用地 16.42 11.9% ——

合计 138.33 100.00% ——

第 3.1.4条 用地构成

根据用地规模规划，TG-08单元内建设用地性质主要有 7大类。详情见表 3-3。

表 3-3 城市建设用地构成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代码 面积（公顷） 比例（%）

1

居住用地 R 69.50 48.76

其中

二类居住用地 R21 65.55 46.3

商住用地 RB 1.94 1.27

服务设施用地 R22 2.01 1.22

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A 18.95 13.70

中小学用地 A33 2.17 1.56

医院用地 A51 7.95 5.75

行政办公用地 A1 1.44 1.04

文化设施用地 A2 0.30 0.22

文物古迹用地 A7 6.32 4.57

宗教用地 A9 0.77 0.56

3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25.9 18.66

其中

商业设施用地 B1 12.0 8.79

商务设施用地 B2 7.85 5.61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B9 5.58 4.03

停车楼用地 Bb 0.47 0.33

5

道路交通用地 S 18.23 13.18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 S1 17.74 12.82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S41 0.23 0.17

社会停车场用地 S42 0.26 0.19

6

公用设施用地 U 1.27 0.91

其中
供电用地 U12 0.91 0.65

供水用地 U11 0.36 0.26

7

绿地 G 4.48 3.28

其中
公共绿地 G1 3.59 2.65

广场用地 G3 0.89 0.64

城市建设用地合计 138.33 100.00

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

第 3.2.1条 配套原则

根据铜陵市总体规划和铜陵市控规通则，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遵循“分级配套、共建

共享；分类实施，公益优先，因地制宜，弹性指导”的原则

第 3.2.2条 配套要求

公共服务设施分为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社会福利设施、

行政管理与社区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等七类，按市、区级－综合社区级（10-15分

钟生活圈）－基层级（5分钟生活圈）三级配套，配套公服设施详见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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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无邻里中心设置，规划新建一处东村睦邻中心，位于长石路东侧，占地 8047

平方米；详细配套设施及指标详见表 3-5。

表 3-4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

设施

级别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位置 规模

设置

形式

控制方

式
备注

市、区

级

公共管理

设施

铜官区派出所 TG-08-06-03
占地 1842㎡，建筑面积

约 880㎡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市人社局 TG-08-01-02
占地 2453㎡，建筑面积

约 8582㎡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市商品检验局 TG-08-03-02
占地 10200㎡，建筑面

积约 5399㎡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文化设施
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
TG-08-02-06 占地约 3030㎡ 独立

实线控

制
扩建

医疗设施 铜陵市人民医院 TG-08-07-05 占地 7.95 公顷 独立
实线控

制
扩建

综合

社区

级

公共管理

设施

友好社区服务中

心
TG-08-08-05

占地 3644㎡，建筑面积

约 3760㎡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教育设施

实验小学 TG-08-02-03
规模 27 班，占地 1.1 公

顷
独立

实线控

制
扩建

东村小学 TG-08-08-04
远期 24 班，占地 1.07 公

顷
独立

实线控

制
新建

菜市场

小街菜市场 TG-08-05-02 占地 6950㎡ 综合
实线控

制
保留

东村菜市场 TG-08-08-17 建筑面积 2500㎡ 附建
虚线控

制
新建

基 层

级

公共管理

设施

宝山基层社区中

心
TG-08-04-06 建筑面积 80㎡ 附建 —— 新建

板栗山基层社区

中心
TG-08-02-05 建筑面积 400-600㎡ 附建 —— 新建

铜矿基层社区中

心
TG-08-08-07 建筑面积 1596.35㎡， 附建 新建

教育设施

笔架山幼儿园 TG-08-07-02 规模 6 班，占地 1500㎡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中航幼儿园 TG-08-01-07 规模 9 班，占地 3800㎡ 独立
实线控

制
保留

宝山幼儿园 TG-08-04-06 规模 6 班，占地 2700㎡ 独立
虚线控

制
新建

友好幼儿园 TG-08-08-10 规模 9 班，占地 4000㎡ 独立
虚线控

制
新建

文化设施 友好文化活动室 TG-08-08-05 建筑面积 200㎡ 附建 —— 保留

中航文化活动室 TG-08-01-06 建筑面积 500㎡ 附建 —— 在建

宝山文化活动室 TG-08-04-06 建筑面积 500㎡ 附建 —— 新建

东村文化活动室 TG-08-08-17
建筑面积 500㎡，位于睦

邻中心
附建 —— 新建

体育设施

宝山体育活动场

地
TG-08-04-06

结合公共绿地按 300 平

方米 /千人配置室外公

共体育设施场地。

附建 —— 新建

东村体育活动场

地
TG-08-08-17

半座标准篮球场、100㎡

的健身器材场地，位于睦

邻中心

附建 —— 新建

板栗山体育活动

场地
TG-08-02-05

半座标准篮球场、100㎡

的健身器材场地
附建 —— 新建

医疗设施

长江卫生服务站 TG-08-02-02 建筑面积 350㎡ 附建 —— 保留

中航卫生服务站 TG-08-01-06 建筑面积 300㎡ 附建 —— 新建

宝山卫生服务站 TG-08-04-06 建筑面积 300㎡ 附建 —— 新建

东村卫生服务站 TG-08-08-17
建筑面积 300㎡，位于睦

邻中心
附建 —— 新建

社会福利

设施

友好养老服务站 TG-08-08-07 建筑面积 315.85㎡ 附建 —— 新建

宝山养老服务站 TG-08-04-05 建筑面积 400㎡ 附建 —— 新建

东村养老服务站 TG-08-08-17
建筑面积 400㎡，位于睦

邻中心
附建 —— 新建

板栗山养老服务

站
TG-08-02-05 建筑面积 400㎡ 附建 —— 新建

睦邻中心 东村睦邻中心 TG-08-08-17 占地 8000㎡ 独立
实线控

制
新建

人防设施

医疗救护专业队 TG-08-07-05 地下建筑面积 500㎡ 附建 —— 新建

治安专业队 TG-08-08-18 地下建筑面积 500㎡ 附建 —— 新建

物资库 TG-08-08-18 地下建筑面积 2500㎡ 附建 —— 新建

注：实线控制表示位置、规模、功能刚性控制；虚线控制表示规模、功能刚性控制，位置为弹性

控制；点位控制表示规模、功能刚性控制，可结合开发实际确定点位及建设模式。

表 3-5 东村睦邻中心配套及规模一览表

项目 规模 备注

东村菜市场 建筑面积 2500 ㎡ 强制配建

基层文化服务站 400-600 平方米 强制配建

体育活动场地
标准篮球场半座、不少于 100 平方

米的建设器材场地
强制配建

基层卫生服务站 150-300 平方米 强制配建

基层养老服务站 不少于 400 平方米 强制配建

快递服务点 100 平方米 弹性控制

自助银行 50 平方米 弹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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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 100 平方米 弹性控制

理发店 100 平方米 弹性控制

第三节 建设强度控制

第 3.3.1条 建设开发总量

本单元建设用地面积为 138.33公顷，建筑面积总量为 199.13，其中保留和已批在建

用地的建筑面积为 157.13万㎡，新建建筑面积为 42.0万㎡，综合容积率为 1.44。

第 3.3.2条 建设开发强度分区控制

本单元新建地块确定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三个不同强度开发分区：

高强度：容积率＞2.0，大多位于长江路和笔架山路之间建成区，新建的有三处，位

于宝山路北侧安置点（已批项目）、老铜矿二地块小区（已批项目）和原有色地质队地块；

中强度：容积率 1.5-2.0，多为建成区，位于主干路的商业用地及人民医院两侧的居

住小区；

低强度：容积率＜1.5，位于沿笔架山、铜官山和天鹅抱蛋山山体建设的地块。

第四节 “四线”控制

第 3.4.1条 控制原则

规划区内的绿化绿线、基础设施黄线、历史文化设施紫线的用地性质、界限、规模

为强制性内容，不得擅自变更；本单元无水体保护蓝线。

第 3.4.2条 四线控制

1、绿线控制

本单元绿地包括各类公园绿地，具体详见表 3-6。

表 3-6 绿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hm2） 位置 备注

1 公园绿地 G1 1.51 TG-08-02-04 板栗山公园

合计 1.51 —— ——

2、黄线控制

黄线控制主要为本单元规划公共交通首末站、变电站等用地。详见表 3-7。

表 3-7 黄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用地性质 控制面积（公顷） 位置 备注

1 S41 0.23 TG-08-04-04 公共首末站用地

2 U12 0.91 TG-08-09-01 东村变电站用地

3 U11 0.36 TG-08-09-02 东村调压站用地

3、紫线控制

本单元紫线控制为铜矿老铁路、人民医院地下医院、和平新村 20、21、22栋、铜矿

老厂区历史风貌区，详见表 3-8。

表 3-8 紫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用地性质 控制面积（公顷） 位置 备注

1 A5 0.30
TG-08-07-05 人民医院地下医院，为历史

建筑

2 B 0.31
TG-08-07-09 和平新村 20、21、22 栋，

为历史建筑

3 A7 0.47
TG-08-08-15 铜官山铜矿老铁路，为市级

文保单位

4 A7 3.68
TG-08-10-01 铜矿老厂区，为市级文保单

位

第五节 城市设计

第 3.5.1条 总体控制

TG-08单元属于老成片的边缘区域，与大铜官山毗邻，主要用地分布在环笔架山周

边，作为城市景观与生态空间的过渡区域，城市设计需重点考虑“沿两街、沿两山界面”。

沿两街：指长江东路、铜都大道的沿街界面；

沿两山界面：指笔架山及大铜官山体沿线景观。

第 3.5.2条 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分区是以一定区域内数量占主要比例的的建筑的高度来确定，本单元分为

五个高度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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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米：均为已批用地，指中航广场和观山名筑。

54-80米：多为已建或已批用地，新建用地仅有一处，为现有色地质队改造地块。

27-54米：为已建或已批用地。

18-27米：已批已建用地内有零星插建，新建的有两处，为天马山矿办公区改造地块

和东大路南侧山坳改造地块。

＜18米：除了 2000年建成的居住小区，新建的有两处，一是友好家园南侧、笔架山

体东侧的新建地块，二是铜矿老厂区历史建筑风貌区周边用地，建筑高度应与历史建筑

相协调，整体建筑以低层为主。

第 3.5.3条 天际轮廓线控制

着重塑造与保护沿铜都大道和长江东路的天际轮廓线，合理控制生态山体周边的建

筑高度和立面；

1、铜都大道天际轮廓线

铜都大道东立面均为现状保留地块，天际轮廓线已基本形成，西立面有色地质队地

块为城市更新段，建筑高度考虑与周边相协调，北侧中航长江广场上限高度为 100米，

构成了天际轮廓线的波峰，更新地块的建筑高度应构成峰、谷的过渡段。注重高、小高

层沿街建筑的衔接，使天际轮廓线自然流畅。

2、长江东路天际轮廓线

此段南立面多为已批已建、在建建筑（包括中航长江广场、观山名筑二期、友好家

园、等），未来不会有太大改变，天际轮廓线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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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第 4.2.1条 道路网规划

1、路网结构

规划建构 “十字+环型”路网，东西干路：长江东路，南北干路：铜都大道，十字

相交构成单元片的基本骨架，宝山路环向沟通形成循环路网。

2、道路等级

规划将道路分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三个等级。本单元内道路规划总道路长度 5.32

公里，道路网密度为 3.74 公里/平方公里。详见表 4-1。

表 4-1 道路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等级
道 路 走

向
道路名称

宽度

（米）
横断面形式（米） 起讫点 长度 备注

1

主干路

南北向 铜都大道 48 三块板

4.5+4.5+3+

24+3+4.5+

4.5

宝山路-长江

东路
1264 现状保留

2 东西向 长江东路 35 三块板

3.0+4.5+2.5

+15+2.5+4.

5+3.0

义安大道-青

山路
2993 保留改造

3

次干路

东西向 长江二路 25 一块板 5.5+14+5.5
义安大道-铜

都大道
1010 现状保留

4 南北向 义安大道 35 三块板

4.5+4.0+1.5

+15+1.5+4.

0+4.5

长江东路-金

山东路
801 保留改造

5 南北向 康复路 28 一块板 4.0+20+4.0
长江东路-笔

架山路
165 保留改造

6 南北向 青山路 25 一块板 5.5+14+5.5
长江东路-笔

架山路
257 改造、新建

7 东西向 笔架山路 25 一块板
3.5+16.0+5.

5

铜都大道-青

山路
1170 保留改造

8 东西向 金山东路 36 三块板

4.0+4.5+1.5

+15+1.5+4.

5+4.0

义安大道-铜

都大道
183 现状保留

9 东西向 宝山路 30 一块板 5.0+20+5.0
铜都大道-宝

山安置点
895 新建

10 东西向
宝山路

延伸段
21 一块板 3.0+15+3.0

宝山安置点-

青山路
1467 新建

11

支路

南北向 互助路 15 一块板 3.0+9+3.0
长江东路-笔

架山路
158 新建

12 南北向 和平支路 10 一块板 2.0+6+2.0
沿和平新村-

友好家园
889 改造、新建

13 南北向 沿山路 11 一块板 2.0+7+2.0
和平支路-宝

山路延伸段
606 新建

14 南北向 长石路 15 一块板 3.0+9+3.0
青山路-宝山

路延伸段
582 新建

15 东西向 实小路 13 一块板 3.0+7+3.0
铜都大道-义

安大道
346 现状保留

16 东西向
笔架山

隧道
10 一块板 2.0+6+2.0

铜都大道-人

民医院
797 新建

17 东西向 长新路 11 一块板 2.0+7+2.0
宝山路-大铜

官山公园
461 改造、新建

第 4.2.2条 公共交通规划

依据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并结合本单元实际情况，规划线路分为快速线、主线、支

线。本单元内的快速线有 K1、K2线，主线有 4路、8路、9路、11路、38路，支线有 5

路、6路、14路、15路、17路、19路、32路公交。

未来城市轨道交通 1号线线型主要沿铜都大道设置。

第 4.2.3条 停车场、充电桩规划

1、社会公共停车场

规划在本单元布置 2处社会公共停车场。

表 4-2 停车场建设一览表

序号 停车场位置 建造模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泊位总数（个） 备注

3 和平支路停车场一 生态停车场 1043 22 独立

4 和平支路停车场二 生态停车场 1599 37 独立

合计 2642 59

社区及单位停车位配建场依据铜陵市《铜陵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17年版）

》表 6-7、6-8要求进行配建停车泊位。同时加强小区停车管理，限制地面车辆停放，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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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居民停车入库。

2、充电站

本单元充电站分为机动车充电站和电瓶车充电桩。电动汽车可以结合本单元两处公

共停车场和宝山路公交首末站布置，电瓶车充电桩可结合自行车租赁点、公园绿地、商

业广场等设置。

第 4.2.4条 道路竖向规划

本单元内主干路已经建成，次干路最大纵坡位于宝山路东段，为 4.91%，支路最大

纵坡位于和平支路西段，为 10.0％，采用礓礤路面，同时进行交通控制，只允许上，不

允许下。

第五章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第 5.1.1条 空间景观规划结构

规划景观结构可概括为“两山、一带、多点”。

“两山”指板栗山公园、笔架山公园。

“一带”指东村绿化带。

“多点”指沿主干路的多个景观空间节点，包括铜都大道交叉口绿化节点，人民医院

北侧广场节点、笔架山广场等。

第 5.1.2条 绿地布局

集中公园绿地：公园绿地及规划主要有集中四处，第一处是板栗山公园，占地 1.51h

㎡，为市级专类公园；第二处为现状笔架山广场，占地 0.72公顷；第三处为笔架山西广

场，位于宝山路与铜都大道交叉口处，占地 1.10公顷；第四处为老铁路文化公园，占地

0.22公顷。

带状公园绿地：沿东村北侧的带状绿化带，占地 0.69公顷。

第 5.1.3条 绿地景观设计引导

市级、单元级公园绿地：体现自然生态的绿化景观面，控制硬地率，注意乔、灌、

草的结合配置，提倡立体化种植。地形设计宜高低起伏，游憩空间主要以架空平台的方

式出现，从而保证足够的绿量；布置连续公共游步道，适当提高乔木种植比例，营造阴

凉舒适的游憩环境。

社区公园及街旁绿地设计导引：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可自我维护的植物群落，

并突出保健植物、抗污染植物、芳香植物、招鸟植物的应用比例；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

憩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需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鼓励进行微地形设计，以减缓

地表径流的速度，增加透水率；草坪、灌木、树阵绿地与广场硬地相结合，广场上需有

一定的绿荫覆盖；突出植物造景，营造季相丰富、月月有花、景观优美的植物景观。须

障景的地段可以利用高大的落叶乔木提供良好的浓荫，利用较高的绿篱遮挡视线。

笔架山生态公园的生态引导：保护原生态山林地植物基底，注重特色乔、灌木栽种

的同时，积极培育铜陵特色草本植物—铜草花，在笔架山南坡打造以铜草花为主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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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游览功能的生态特色草花园。

第 5.1.4条 海绵城市建设引导

规划主要从年径流控制率、透水铺装比例和绿地下沉比例三方面控制引导。

年径流控制率：居住用地≥62%；公共建筑≥57%；绿地公园≥73%；道路广场≥52%；

透水铺装比例：居住用地≥30%；公共建筑≥40%；道路广场≥40%；

绿地下沉比例：居住用地≥60%；公共建筑≥40%；绿地公园≥30%；道路广场≥70%。

第六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 6.3.1 条 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空气：指区域内的居住区、人民医院、实验学校和东村小学等需要保护的区

域。

地表水体：根据规划单元雨水和污水排水去向及规划单元内现有水体，雨水排入

黑砂河，污水排入新民污水处理厂最终排入长江，因此，黑砂河和长江为地表水保护目

标。

声环境：区域内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第 6.3.2 条 环境保护措施

1、 大气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实施“蓝天工程”，加强空气污染防控。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

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加强城市空气污染防治，开展饮餐业烟尘、油烟专项整

治，加大对汽车尾气、施工扬尘的防治力度，推广使用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加强机动车尾气的污染防治，确保机动车尾气达标排放率达到或超过 100%。优先发展城

市公交，加大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力度，提高汽车尾气达标率。扩大绿化面积增强自净

能力。在住宅区、机关、学校等单位建成一批绿地，沿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建立绿色长廊，

提高城区各主干路绿化层次。为了减少规划单元内加油站和垃圾转运站对周围的影响，

合理确定加油站和垃圾转运站与周围建筑物的距离，做好绿化隔离带建设。

2、 水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完善排水管网建设

完善规划区排水管网系统，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水主干管的铺设服从污水

收集、输送的要求，沿主干线布置污水提升泵站，逐级提升；对于早期建设未实行雨污

分流、清污分流制的区域进行改造；雨水排放以高水高排，低水低排，就近排放为原则。

（2）污水截排与集中处理

规划区污水管网及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后，对目前排入周边河道的废污水实施全

面的污水截排，禁止任何单位自行排放污水。严格控制接管企事业单位的污水排放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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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浓度。规划单元内废水必须经过预处理达到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后方可

排入污水处理厂(如有行业排放标准，企业必须处理达到行业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3）污染源达标排放

加强污染源对污染源的管理，提高监管力度，加快各排水单位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确保污染源的达标排放。对规划区内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4）实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为了进一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减轻对水环境的影响，规划区应实行规划年内的

总量控制，控制水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企事业单位进入。

（5）强化区域黑臭水体环境治理

区域内黑砂河现状为黑臭水体，应加强黑砂河等水体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改善水

质环境，编制黑臭水体整治规划，消除黑臭水体。

城市黑臭水体的整治应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

化、生态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具体实施，在系统分析城市黑臭水体水质水量特征及污

染物来源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条件与控制目标，采用截污纳管、面源控制等控源截污技

术控制外源污染；对河道实施清淤疏浚、垃圾清理等内源治理技术减轻内源污染；通过

岸带修复、河道生态系统恢复与系统构建、人工增氧等技术实施生态修复；视河道水流、

水量、水动力等条件适时、因地制宜的选择活水循环及生态补水等措施提高水体流动性、

补充河道生态基流，进而提高水体环境容量。

3、 声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1）施工期噪声减缓措施

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先进施工技术，使噪声污染在源头处得到控制；限制施工时

间，高噪声设备禁止夜间施工，确需在夜间施工的应办理相关手续。

施工场地的固定高噪声设备设在操作间，或搭建隔声棚、设置声屏障，施工场界采

取围挡措施，施工车辆进出现场应减速，并减少鸣笛。要求场界噪声达标。

施工作业时间应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对确需在居民区连续施工的项目，提前公告周

围居民。应加强对建筑施工场地的现场监督检查。

（2）噪声治理措施

产生高噪声的企事业单位选址于规划区中距离居民区较远的位置，厂内高噪声设备

或高噪声车间远离厂界，并充分利用建构筑物遮挡隔声，厂区内外道路植树绿化，以减

轻噪声影响。

严格控制噪声源强，新设备选择低噪声先进设备，因地置宜，采取安装消音器、隔

声罩、减震底座，建隔声间、隔声门窗，车间装设吸声材料等多种措施。

加强高噪声设备及其隔声降噪设施的运行管理，及时维护，使其经常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强化餐饮业、娱乐业、商场零售业等服务业噪声的监督管理，减轻建筑施工噪声。

(3) 交通噪声防治措施

严格管理，按总体规划要求布局城市用地，避免居住、文教区及工业企业噪声源混

杂。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的防噪声距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

加强规划区内道路的交通管理，禁止尾气和噪声排放超标的机动车上路。区内车辆

需控制汽车鸣笛和车辆的行驶速度。重点路段实行交通禁鸣，重点区域实行交通管制。

在城市主干路两侧尽可能利用空地，有组织地进行绿化，尽量种植常绿、密集、宽

厚的林带，所选用的树种、株、行距等应考虑吸声、降噪的要求，这样即美化环境，又

可产生一定的隔声。

4、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对策

（1）加强生活垃圾的处理。完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机制，使垃圾的清扫、收集、

运输、处置各环节协调运转，生活垃圾经转运站送铜陵海螺水泥协同处理处置。至 2030

年确保规划单元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2）加强工业固体废物的管理,引进、推广实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开展固体废弃物

的综合利用。强化渣土废物管理，推广综合利用，实施渣土堆山造景、填沟覆土等措施

最大限度实现综合利用。设计合理的工业生产链，发展企业间的横向联系，促进工业废

渣资源化，使固体废物重新进入生产循环系统。严格控制总量目标，至 2030年使规划单

元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

（3）加强对有毒有害固体废弃物的管理，禁止一般固废混合堆放，采用分类集中，

专门运输工具和专门场所进行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第 6.3.3条 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1、提高生态绿地的比例

植物绿化可以净化空气，降低噪音，保护和美化环境，是规划区生态环境营造的重

要组成部分。规划区在建设过程中坚持“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不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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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完善有机的绿地系统，主要由公园、滨河绿地、街头绿地组成。在实施过程

中，除完成以上规划绿地外，应最大限度的集约利用土地，扩大生态用地比例。

2、做好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

规划区在施工和建设过程中，势必会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问题，因此应采取工程和

生态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做好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

第 6.3.4条 土壤环境保护对策

区块内工业用地现状主要有宝山路北侧老啤酒厂及周边，位于东片边缘的天马山硫

金矿、铜官山水泥厂、铜矿老厂区及周边工业地块，根据单元规划，区域将没有工业用

地，土地开发二次利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土壤环境安全隐患，建议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现

有可能受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采取修复措施，经修复后的土

壤方可再次利用。

第七章 市政公用、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略

第八章 单元整体性控制图则

第 8.0.1条 主要内容

单元整体性控制图则是对单元整体性控制要求和控制指标的汇总，包括以下内容，

1、主导属性

指单元的主导功能，并作为确定用地兼容性的重要依据。

2、总建设规模

指单元内的总建筑面积，并作为核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容量的基

础。单元内各地块的开发总量不应突破单元总建设规模的上限控制要求。

3、道路控制

城市主干路、次干路和主要支路的路名、位置、红线宽度等。

4、“四线”控制

四线的名称、位置、四至界线、占地面积、控制方式。

5、“三大设施”控制

三大设施的名称、位置、四至界线、建设规模、控制方式及下一步建设形式。

第 8.0.2 控制方式

控制方式分为三类：

实线控制：道路线型和红线宽度，地块的位置、四至界线、建设规模控制要求等不

能修改，确需修改的，要经过相应的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查同意。

虚线控制：道路红线宽度，地块位置、建设规模、控制要求等不能修改，道路走向，

地块四至界线根据具体方案或相关规划深化后确定，可作相应调整。

点位控制：在确保规模的前提下，下一步开发建设时结合实际在所属地块内进行布



铜陵市 TG-08单元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文本

12

局。

第九章 地块控制

第 9.0.1条 地块划分原则

采用单元-大地块－小地块三级逐级划分的方法。根据城市道路划分大地块，再综合

考虑土地性质、土地权属和开发建设模式细分小地块，宜保证小地块土地性质单一；兼

顾交通疏散和消防通道的要求，小地块至少有一边与城市道路相邻，便于地块的交通组

织；地块形状应利于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建筑群体布局，满足建筑组合和体量的规划

控制要求，经济合理地利用土地。

第 9.0.2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规划按照从西至东，由南向北次序进行编码，地块编码如：TG08-01-01。共分为 11

个大地块，70 个小地块。

第 9.0.3条 地块控制指标体系

1、强制性指标

容积率：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容积率均采用上限控制，新建居住用地容积率≤2.5。

建筑密度：建筑密度按上限控制。居住类建筑高层密度≤28％，多层≤35％，商业

商务用地建筑密度≤45％。

绿地率：绿地率按下限控制。新建居住区绿地率≥35％，新建学校、文化设施用地

绿地率≥35％，公园绿地（含水面）≥70％，带状绿地≥80％，其它设施用地≥15％。

2、引导性指标

建筑高度：本单元内建筑高度采用上限控制。

年径流控制率：居住用地≥62%；公共建筑≥57%；绿地公园≥73%；道路广场≥52%；

透水铺装比例：居住用地≥30%；公共建筑≥40%；道路广场≥40%；

绿地下沉比例：居住用地≥60%；公共建筑≥40%；绿地公园≥30%；道路广场≥70%；

第 9.0.4条 分地块指标控制

分地块指标控制详见表 9-1。

表 9-1 分地块指标控制表

地块编码

强制性控制指标 引导性控制指标

地块兼

容性要

求

备注
用地面积

（h ㎡）

用

地

性

质

建筑

密度

（％）

容积

率

绿地

率

（％

）

建筑高

度（m）

年径流

控制率

（％）

透水铺

装比例

（％）

绿地下沉

比例（％）

1
TG-08-

01-01
0.89

B1、

B2
— 4.34 — — --- — ---

2
TG-08-

01-02
0.24 A1 — 3.88 — — --- — ---

3
TG-08-

01-03
0.49

B1、

B2
— 4.82 — — --- — ---

4
TG-08-

01-04
0.22 Bb — — — — --- — ---

5
TG-08-

01-05
0.07 G1 — — — — --- — ---

6
TG-08-

01-06
3.76 R2

—
4.2

— — --- — --- ---

中航长

江广

场，条

件于

2010

年批准

7
TG-08-

01-07
0.38 R22

8
TG-08-

01-08
1.44 R2 — 5.9 — — --- — ---

9
TG-08-

02-01
0.47

B1、

B2
— 3.94 — — --- — ---

保留两

栋四层

住宅楼

10
TG-08-

02-02
2.37 R2 — 1.4 — — --- — ---

长江西

村

11
TG-08-

02-03
1.10 A33 — — ≤18 --- — ---

实验小

学

12
TG-08-

02-04
1.51 G1

— —
— — --- — ---

13
TG-08-

02-05
3.88 R2 ≤25 ≤2.4 ≥35 ≤80 ≥62 ≥30 ≥60

B1B2

B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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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TG-08-

02-06
0.30 A2 — ≤0.9 — — --- — ---

妇女儿

童活动

中心

15
TG-08-

02-07
0.31 B1 — 2.4 — — --- — ---

保留沿

街住宅

楼

16
TG-08-

02-08
0.81 R2 — 1.5 — — --- — ---

17
TG-08-

03-01
0.17 A9 — 0.37 — — — — —

18
TG-08-

03-02
1.02 A1 — 0.68 — — — — —

19
TG-08-

03-03
0.21

B1、

B2
≤40

≤

0.676
≥20 ≤18 ≥57 ≥40 ≥40

20
TG-08-

03-04
2.92 R2 — 1.46 — — — — —

21
TG-08-

04-01
2.70 R2 — 1.42 — — — — —

22
TG-08-

04-02
0.15 A9 0.64 — — — — —

23
TG-08-

04-03
1.10 G1 ≤25 — — ≥62 ≥30 ≥60

24
TG-08-

04-04
0.23 S41 ≤25 — ≥20 ≤20 ≥52 ≥40 ≥70

公交首

末站

25
TG-08-

04-05
9.80 R2

≤20 ≤2.1 ≥35 ≤80 ≥62 ≥30 ≥60
宝山安

置点
26

TG-08-

04-06
0.27 R22

27
TG-08-

05-01
0.36 B1 — 3.54 — — — — —

28
TG-08-

05-02
2.41 R2 — 2.6 — — — — —

小街菜

市场，

条件于

2008

年批准

29
TG-08-

05-03
0.84 B1 — 4.74 — — — — —

30
TG-08-

05-04
2.49 R2 — 2.24 — — — — —

31
TG-08-

05-05
0.69 G1 — — — — — — —

32
TG-08-

06-01
0.1 G3 — — ≥20 ≤18 ≥52 ≥40 ≥70

33
TG-08-

06-02
1.94 RB — 3.1 — — — — —

34
TG-08-

06-03
0.79 R2 — 3.1 — — — — —

条件于

2015

年批准

35
TG-08-

06-04
0.18 A1 — 0.65 — — — — —

36
TG-08-

07-01
3.90 R2

— 1.46 — — — — —

包括笔

架山幼

儿园37
TG-08-

07-02
0.15 R22

38
TG-08-

07-03
0.07 A9 — 0.42 — — — — — 教堂

39
TG-08-

07-04
0.33 A9 — 0.32 — — — — — 教堂

40
TG-08-

07-05
7.95 A5 —

≤

2.10
— — — — —

市人民

医院

41
TG-08-

07-06
0.25 Bb ≤50 ≤3.0 ≥15 ≤30 ≥57 ≥40 ≥40

42
TG-08-

07-07
0.35 R2 — 1.22 — — — — —

43
TG-08-

07-08
0.07 G3 — — ≥20 ≤18 ≥52 ≥40 ≥70

笔架山

广场

44
TG-08-

07-09
3.22 B ≤20 ≤0.6 ≥20 ≤20 ≥57 ≥40 ≥40

和平新

村文化

创意园

45
TG-08-

07-10
0.72 G3 — — — — — — —

46
TG-08-

08-01
0.10 S42 — — ≥10 ≤18 ≥52 ≥40 ≥70

社会停

车场

47
TG-08-

08-02
0.35 R2 — 1.37 — — — — —

和平新

村

48
TG-08-

08-03
0.16 S42 — — ≥10 ≤18 ≥52 ≥40 ≥70

社会停

车场

49
TG-08-

08-04
1.07 A33 ≤1.0 ≤18 ≥62 ≥30 ≥60

东村小

学

50
TG-08-

08-05
7.55 R2 — 1.62 — — — — —

友好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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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G-08-

08-06
1.45 R2 — 1.64 — — — — —

52
TG-08-

08-07
4.20 R2 ≤22

≤

2.49
≥32 ≤100 ≥62 ≥30 ≥60

53
TG-08-

08-08
1.66 R2 — 0.95 — — — — —

54
TG-08-

08-09
0.06 A9 — 0.6 — — — — —

55
TG-08-

08-10
0.40 R22 ≤25

≤

0.85
≥35 ≤15 ≥62 ≥30 ≥60

56
TG-08-

08-11
4.91 R2 ≤28 ≤1.5 ≥35 ≤27 ≥62 ≥30 ≥60

B1B2

B3B9

57
TG-08-

08-12
4.92 B ≤45 ≤1.5 ≥15 ≤18 ≥57 ≥40 ≥40

58
TG-08-

08-13
4.00 B ≤45 ≤1.2 ≥15 ≤18 ≥57 ≥40 ≥40

59
TG-08-

08-14
0.22 G1 — — ≥70 — ≥73 — ≥30

60
TG-08-

08-15
0.43 A7 — — — — — — —

市文保

单位

61
TG-08-

08-16
0.89 R2 — 1.63 — — — — —

62
TG-08-

08-17
0.80 R22 ≤45 ≤1.5 ≥15 ≤18 ≥62 ≥30 ≥60

联合开

发
63

TG-08-

08-18
2.12 R2 ≤28 ≤1.5 ≥35 ≤27 ≥62 ≥30 ≥60

B1B2

B3B9

64
TG-08-

08-19
0.18 R2 — 1.07 — — — — —

65
TG-08-

09-01
0.91 U12 — — — — — — — 东村变

66
TG-08-

09-02
0.36 U11 — — — — — — —

东村加

压站

67
TG-08-

10-01
5.90 A7 — 0.6 — — — — —

市文保

单位

68
TG-08-

10-02
4.57 B ≥40 ≤1.0 ≤20 ≤18 ≥57 ≥40 ≥40

69
TG-08-

10-03
3.51 B ≤40 ≤1.0 ≥20 ≤18 ≥57 ≥40 ≥40

70
TG-08-

11-01
6.30 R2 ≤28 ≤1.5 ≥35 ≤27 ≥62 ≥30 ≥60

B1B2

B3B9

合

计
/ 120.64

第十章 规划管理技术要求

第 10.1.1条 动态监控和完善制度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建立控规的动态监控和完善制度，对本单元控规进行适时动态

评估。

除下列情形之外，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不得修改本单元控规：

（1）因总体规划发生变化，对本单元的功能和布局产生最大影响，确实需要修改的；

（2）因基础设施、公益性公共设施、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建设对本单元功能和布局

产生重大影响的；

（3）经评估本控规确实需要修改的；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 10.1.2条 修改程序

实施单元控规修改，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对本单元控规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2）采用多种方式征求本单元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必要时应组织听证。

（3）根据论证结论和征求意见情况，提出单元控规修改建议，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

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进行修改；

（4）修改后的控制详细规划，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公布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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