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铜陵市 XH-06 单元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文本

安徽中汇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01月



2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1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主导功能与规模............................................................................................................................................................................................................ 3

第三章 单元整体性控制.................................................................................................................................................................................................................................3

第一节 用地布局..................................................................................................................................................................................................................................... 3

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 6

第三节 建设强度控制............................................................................................................................................................................................................................. 9

第四节 “四线”控制............................................................................................................................................................................................................................. 9

第五节 城市设计控制............................................................................................................................................................................................................................. 12

第四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13

第五章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16

第六章 环境保护规划...................................................................................................................................................................................................................................18

第七章 市政公用、公共安全设施规划....................................................................................................................................................................................................20

第一节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二节 公共安全设施规划................................................................................................................................................................................................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八章 地块控制.........................................................................................................................................................................................................................................20

第九章 动态维护.........................................................................................................................................................................................................................................24



1

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目的

为了深化落实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更好地指导城市新区的建设与管理，明确规划管理及相关的控制要求，保证本地区各项开发建设有序推进，特编制《铜陵

市 XH-06 单元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 2 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15.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8）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

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 2006.4）

5、《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3）

6、《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7、《安徽省县城规划编制标准》DB34/T1950-2013

8、《安徽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34/T547—2005）

9、《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2011.3）

10、《铜陵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2006－2020 年）》

11、《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2018 年修改）》

12、《西湖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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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铜陵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17.6）

14、《铜陵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5.3）

15、已批准的地块内部及周边相关规划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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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芜铜铁路以北、木鱼山大道以东、翠湖四路以南、宁安城际铁路以西，总用地面积 211.93 公顷。

第 4 条 规划原则

1、整体性原则

2、规划前瞻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3、规划可操作性原则

4、生态原则

5、以人为本原则

第 5 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成果包括法定文件和附件两大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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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功能与规模

第 6 条 规划目标

以“活力门户、生态社区”为主题，将该地区打造成为生态宜人、交通便捷、服务完善、开发合理、特色彰显的生态文化社区。

第 7 条 主导功能

完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安全设施建设，形成集居住、区域商服中心为一体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示范区。

第 8 条 发展规模

1、用地规模

本单元规划总用地面积 211.93 公顷。

2、人口规模

本单元规划人口总数为 5.3 万人。

第三章 单元整体性控制

第一节 用地布局

第 9 条 空间结构

根据现状和用地潜力发展分析，单元空间布局形成 “ 一心、四轴、四片”的规划结构。

“一心”指沿翠湖二路北、木鱼山大道东布置的社区邻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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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轴”指沿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翠湖一路和翠湖四路的城市发展轴。

“四片“指规划单元内四个居住片区。

第 10 条 主要功能区布局

1、规划居住用地

规划保留单元内现状已建和在建二类居住用地 4.55 公顷，新规划居住用地面积 92.45 公顷，单元规划居住用地总面积为 97.0 公顷，规划居住用地占总用地

面积的 45.80％。

2、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有行政办公用地、中小学用地和邻里中心用地，其中邻里中心包括文化设施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 15.79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 7.46％。

（1）行政办公用地

规划行政办公用地面积 1.08 公顷，为西湖镇政府。

（2）中小学用地。

规划教育科研用地面积 11.2 公顷，为车口中学、车口小学和柴塘小学。

（3）邻里中心用地

邻里中心用地包括一个综合社区级邻里中心和 2 个基层社区级睦邻中心，总面积 3.50 公顷，包括文化设施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社区办公、

便民商业等。

3、商业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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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设施主要为在翠湖二路与木鱼山大道东南侧的集中商业和菜市场用地，商业设施用地总面积为 6.33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 2.99%。

4、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规划完善道路网建设，新建道路总长度 13.0 公里，新建 2 处社会停车场，总面积为 0.56 公顷，本单元内共设置 4 条公共交通线路，布局公交站 18个，无

公交首末站。远期在翠湖一路、翠湖二路开辟公交专用道。道路与交通设施总用地面积为 47.448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22.40％。

5、公用设施用地

规划在木鱼山大道东侧、凤祥路以北设置 1处普通一级消防站，占地面积 0.65 公顷。规划在翠湖二路北侧新建 1处变电站，占地 0.39 公顷。保留沿新大道

立交东北侧燃气调压站。新建 2 处垃圾中转站，各占地 300 平方米。公用设施总用地面积为 1.1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0.52％。

6、绿地与广场用地

总用地面积为 44.11 公顷，占总用地的 20.83%。其中规划一处居住区公园绿地，为蒲尚桥公园，占地面积为 1.97 公顷。

第 11 条 用地评价

规划依据现状建筑质量评价，以现状用地权属为界线，对现状用地进行潜力分析，根据土地可开发情况分为保留用地、可开发用地、不可开发用地三种类型。

其中保留地用地面积为 47.0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22.18％；可开发用地面积为 123.42 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 58.24％；不可开发用地面积为 41.51 公顷，占

总用地面积的 19.59%。

第 12 条 用地构成

本单元规划布局按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进行划分，各类用地构成如下：

表 1 单元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构成表

序号 用地名称 代号 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

城市建设用地

1
二类居住用地 R 97.00 45.80%

其中 住宅用地 R21 94.45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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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用地 R22 2.55 1.20%

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A 15.79 7.46%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A1 1.08 0.51%

中小学用地 A33 11.21 5.29%

邻里中心村用地 Aa 3.50 1.65%

4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 6.33 2.99%

其中
商业用地 B1 5.91 2.79%

菜市场用地 B12 0.42 0.20%

5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 47.44 22.40%

其中
城市道路用地 S1 46.88 22.14%

社会停车场用地 S42 0.56 0.26%

6

公用设施用地 U 1.1 0.52%

其中
供应设施用地 U1 0.43 0.20%

消防用地 U31 0.67 0.32%

7

绿地与广场用地 G 44.11 20.83%

其中
公园绿地 G1 32.74 15.46%

防护绿地 G2 11.37 5.37%

小计 211.77 100.00%

城乡建设用地

8 军事设施用地 H41 0.16

总计 211.93

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

第 13 条 配套原则

根据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和铜陵市控制性详细通则，公服设施规划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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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条 配套要求

规划按照居住片区级（市、区级）－综合社区级（居住区级）-基层社区级（小区级）三级配套，配套设公服设施详见表 2，其中邻里中心和睦邻中心的配置

内容及规模参照表 3、表 4进行配置。

表 2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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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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社区

（居住区

级）

教育设施

十五中西湖校区 XH06-11-02
近期 36 班，远期 42 班，4.96

公顷
独立 实线设置 新建

师范附小西湖校区 XH06-13-02
近期 36 班，远期 42 班，3.81

公顷
独立 实线设置 新建

横塘小学 XH06-05-02 24 班，2.43 公顷 独立 实线设置 新建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中心 —— - 综合 虚线设置
结合公园

设置

菜市场 菜市场 XH06-08-02 0.42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社区服务设施 综合社区级邻里中心 XH06-02-05 2.49 公顷 实线设置 新建

基层社区级

（小区级）

小区服务设施
基层社区级睦邻中心 1 XH06-15-04 0.41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基层社区级睦邻中心 2 XH06-17-12 0.60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教育设施

新庙王路西侧地块幼儿园 XH06-02-04 21 班，0.93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横塘路东侧地块幼儿园 XH06-07-04 9 班，0.41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立新路南侧地块幼儿园 XH06-15-05 12 班，0.54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沿新立交西南侧地块幼儿园 XH06-17-11 15 班，0.68 公顷 独立 虚线设置 新建

体育设施 居民健身设施 —— - 综合 点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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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控制表示可结合相邻地块联合开发建设，但不得超出单元控规确定的大区范围，

规模、功能刚性控制，位置为弹性控制。

表 3 综合社区级邻里中心建设规模一览表

项目名

称
序号 项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备注

社区管

理设施

1 社区办公用房 2500
含城市管理用房、综治维稳中心、大综管指挥中心和社区办公用房、

党建服务中心等

2 社区法律中心 800
包括法律普及、法律援助、司法调解、社区模拟法庭和案件受理中心

等

3 派出所 2500

4 社区自治用房 1800 志愿者服务工作站、社会组织议事厅、社会组织办公室等

社区服

务设施

5 社区服务大厅 1500 含民政优抚、人口计生、工商登记、社保医疗 等

6 就业创业培训中心 2300 含技能、就业等培训，预留众创部分空间

文体教

卫养设

施

7 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
4000 诊疗、药房、护士站、肌注换药、儿童保健、计免接种、中医诊疗、

理疗、家庭医生办公室等

8 社区养老院（含残疾人托养所） 3000，150 床 老年生活起居、 老年保健、 老年餐饮、文化娱乐等

9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2800 阅读点、小型展览、社区舞台、文艺辅导培训 、多功能电教、小型

影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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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区健身中心 350 健身房、乒乓球房、健身步道等

11 教育设施 800 含早教、老年学校等

便民生

活设施

12 生鲜菜市场 2500

13 便民超市 1500

14 社区食堂 600

15 邮政所 300

16 通讯 110

17 银行 200

18 修理铺 40

19 药店 100

20 社区商业
2100 含美容美发、美体、SPA、餐饮、网吧、洗车、洗衣店等，预留部分空

间。

21 快递集散中心 200

小计 30000

绿化市

政设施

22 开闭所 80

23 地面停车场 2100 结合周边配套

24 社区公园 占地 1.2-2.0 公顷， 结合周边配套，设置健身步道、广场舞空间等。

25 环卫设施 300 包括环卫作息点、垃圾站、公厕、 再生资源回收等

小计

表 4 基层社区级睦邻中心建设规模一览表

项目名称 序号 项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备注

社区管理设施 1 社区服务站 750 社区办公室、警务室等

文体教卫养设施 2 社区卫生服务站 300 全科诊室、治疗室、处置室、预防保健室、健康信息

管理室、家庭医生办公室等

3 社区老年服务站 400 老年活动室、保健室、 紧急救援、法律援助和专业

服务等

4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500 阅读点、文艺辅导培训 、多功能电教等

5 社区健身中心 350 健身房、乒乓球房、健身步道等

便民生活设施

6 生鲜菜市场 1500

7 便民超市 400

8 社区商业 600 含美容美发、美体、SPA、餐饮、网吧、洗车、洗衣店

等，预留部分空间。



9

9 快递集散中心 200

小计 5000

绿化市政设施 10 社区游园 占地 0.3-0.4 公

顷，

结合周边配套，设置健身步道、广场舞空间等。

11 环卫设施 300 包括环卫作息点、垃圾站、公厕、 再生资源回收等

小计

第三节 建设强度控制

第 15 条 建设开发总量

本单元建设开发总量为 222.8 万平方米，其中现状保留建筑面积 13.84 万平方米，新开发用地建筑面积为 208.96 平方米。

第 16 条 建设开发强度分区控制

本单元内市场开发性质的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容积率均采用上限控制，规划新建居住用地容积率≤2.5，新建商业商务用地容积率≤3.0。

第四节 “四线”控制

第 17 条 控制原则

规划区内主要有绿地绿线、河道蓝线、基础设施黄线及道路红线控制线，其用地性质、界限、规模为强制性内容，不得擅自变更。

第 18 条 规划控制线控制

1、绿地绿线控制

本单元绿地包括各类公园绿地、水体及道路两侧绿化带。规划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面积为 44.11 公顷，具体详见表 5。

表 5绿地绿线控制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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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用地性质 控制位置 控制面积（公

顷）
备注

1 蒲尚桥公园 G1 XH06-02-01 1.97

2
翠湖四路带

状绿地

G1 XH06-01-01、XH06-03-01、XH06-05-01、XH06-07-01
2.01

绿化带宽≥

20 米

3
翠湖二路带

状绿地

G1 XH06-02-02、XH06-04-01、XH06-10-01、XH06-08-01
1.96

绿化带宽≥

20 米

4
木鱼山大道

带状绿地

G1 H06-01-01、XH06-02-02、H06-09-01、XH06-11-01、XH06-13-01、

XH06-14-01 3.20
绿化带宽≥

30 米

5
铜都大道带

状绿地

G1 XH06-17-01、XH06-17-02
0.98

绿化带宽≥

20 米

6
翠湖一路带

状绿地

G1 XH06-14-01、XH06-15-01、XH06-17-01、XH06-17-04、

XH06-17-05 3.75
绿化带宽≥

30 米

7
陵江中路带

状绿地

G1 XH06-03-01、XH06-05-01、XH06-04-01、XH06-06-01、

XH06-10-02、XH06-16-02、XH06-12-01、XH06-15-01 9.03
绿化带宽≥

30 米

8
横塘路东侧

公园绿地

G1 XH06-07-02

0.46

9
西湖立交公

园绿地

G1 XH06-18-01
7.98

10
立新路南侧

公园绿地

G1 XH06-15-02
0.43

11
翠湖一路南

侧公园绿地

G1 XH06-17-06
0.95

12
芜铜铁路防

护绿地

G2 XH06-17-03
4.34

绿化带宽≥

40 米

13
翠湖二路防

护绿地

G2 XH06-09-02、XH06-10-01、XH06-16-01
2.04

绿化带宽≥

20 米

14

沿新立交东

南侧防护绿

地

G2 XH06-19-01

4.96

2、基础设施黄线控制

本单元黄线控制主要为规划社会停车场、消防站、燃气调压站用地和垃圾中转站，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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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础设施黄线控制一览表

设施名称 用地性质 控制位置 控制面积（公顷） 控制方式 备注

社会停场用地 S42 XH06-02-06 0.15 实线控制 凤祥路以南，木鱼山大道以东

社会停场用地 S42 XH06-08-03 0.43 实线控制 翠湖二路以北、横塘路以东

消防站 U31 XH06-02-03 0.65 实线控制 木鱼山大道以东、新木一路以南

变电所 U12 XH06-08-04 0.39 实线控制 翠湖二路以北、横塘路以东

燃气调压站 U13 XH06-16-03 0.04 实线控制 现状保留，沿新立交东北

垃圾中转站 1 U22 XH06-02-01 0.03 点位控制 凤祥路以南，木鱼山大道以东

垃圾中转站 2 U22 XH06-15-03 0.03 点位控制 立新路以南，陵江大道以西

垃圾中转站 2 U22 XH06-17-10 0.03 点位控制 跃进路以南以南，沿新立交以西

（3）道路红线控制

本单元红线控制主要为单元内的城市道路红线，有铜都大道、木鱼山大道、翠湖一路、翠湖二路、翠湖四路和陵江中路、凤祥路、横塘路和立新路以及新庙

王路、横塘路等 23条城市支路，其中对建楼北路等 6条支路约 3265 米道路进行弹性控制。详见表 7。

表 7 道路红线控制一览表

序号 等级 道路名称 宽度（米） 起讫点 长度（米） 备注

1

主干道

翠湖四路 42 木鱼山大道-经一路 1790 部分续建

2 木鱼山大道 55 翠湖四路-翠湖一路 1491 现状保留

3 陵江中路 42 翠湖二路-芜铜铁路
2359

现状保留

4 陵江中路 48 翠湖二路-翠湖四路 现状保留

5 翠湖二路 50 木鱼山大道-宁安城际 1318 部分续建

6 翠湖一路 50 木鱼山大道-宁安城际 910 现状保留

7 铜都大道 48 翠湖一路-芜铜铁路 612 现状保留

8

次干道

凤祥路 25 木鱼山大道-经一路 1556 新建

9 立新路 25 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 641 新建

10 竹园路 20 芜铜支路-翠湖一路 430 新建

11 新庙王路
25-27 翠湖四路-立新路 1254 新建

20-27 立新路-翠湖一路 495 新建

12 横塘路 25 翠湖四路-翠湖二路 705 新建

13

支路

学海路 25 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 659 新建

14 新小路 20 木鱼山大道-新庙王路 253 新建

15 跃进路 20 铜都大道-沿新立交 778 新建

16 长乐路 11 翠湖二路—学海路 270 新建

17 新木二路 15 木鱼山大道-新庙路 287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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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木一路 11 木鱼山大道-新庙路 268 新建，弹性控制

19 沿新支路 11 新庙王路-新庙王路 858 新建，弹性控制

20 新庙支路 11 学海路-建楼南路 434 新建，弹性控制

21 建楼北路 11 翠湖二路-翠湖四路 705 新建，弹性控制

22 建楼南路 11 沿新支路-立新路路 348 新建，弹性控制

23 冲王路 11 横塘路-翠湖四路 652 新建，弹性控制

合计 19037 米，其中弹性控制道路长度为 3265 米

第五节 城市设计控制

第 19 条 总体控制

本单元形成“一心、两廊、两轴、多节点”的城市开敞空间格局，一心为邻里中心和商业共同组成的公共服务中心，两轴分别为沿翠湖一路和木鱼山大道景

观引导轴，两廊是指陵江中路和宁安城际铁路景观廊道。

本单元主要围绕社区邻里中心塑造城市主城区东部门户重要节点景观和沿城市主干道两侧新区城市景观。重点空间塑造围绕路径、标识、节点、景观界面等

要素进行设计。

第 20 条 建筑高度分区控制

超高层建设区为翠湖一路南与翠湖二路西南侧两片，建筑高度控制为≤100 米；翠湖二路西北侧建筑高度控制为≤80米；中部及翠湖二路东北侧建筑高度控

制为≤50米，其他建筑以多层为主，高度控制为≤24米。

第 21 条 开发强度分区控制

依据《铜陵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2018 年修改）》中心城区开发强度控制引导，本单元属于三级强度控制分区，其中规划新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

1.5-2.5，商业办公用地容积率为 2.0-3.0，公共服务设施容积率不大于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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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第 22 条 道路网规划

1、道路等级

本单元内规划道路总长度 19.04 公里，道路网密度为 8.6 公里/平方公里。规划将道路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三个等级。

（1）主干道：主要有铜都大道、木鱼山大道、翠湖一路、翠湖二路、翠湖四路和陵江中路等，道路红线宽度均在 40米以上；

（2）次干道：主要有凤祥路、新庙王路、横塘路、竹园路和立新路等，道路红线宽度 25米以上；

（3）支路：主要有长乐路、跃进路等 11条，道路红线宽度为 11-20 米。其中对建楼北路等 6条支路约 3265 米道路进行弹性控制。

表 8 本单元道路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等级 道路名称 道路走向 宽度（米） 起讫点 长度（米） 备注

1

主干道

翠湖四路 东西向 42 木鱼山大道-经一路 1790 部分续建

2 木鱼山大道 南北向 55 翠湖四路-翠湖一路 1491 现状保留

3 陵江中路 南北向 42 翠湖二路-芜铜铁路
2359

现状保留

4 陵江中路 南北向 48 翠湖二路-翠湖四路 现状保留

5 翠湖二路 东西向 50 木鱼山大道-宁安城际 1318 部分续建

6 翠湖一路 东西向 50 木鱼山大道-宁安城际 910 现状保留

7 铜都大道 南北向 48 翠湖一路-芜铜铁路 612 现状保留

8

次干道

凤祥路 东西向 25 木鱼山大道-经一路 1556 新建

9 立新路 东西向 25 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 641 新建

10 竹园路 南北向 20 芜铜支路-翠湖一路 430 新建

11 新庙王路 南北向
25-27 翠湖四路-立新路 1254 新建

20-27 立新路-翠湖一路 495 新建

12 横塘路 南北向 25 翠湖四路-翠湖二路 705 新建

13

支路

学海路 东西向 25 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 659 新建

14 新小路 东西向 20 木鱼山大道-新庙王路 253 新建

15 跃进路 东西向 20 铜都大道-沿新立交 778 新建

16 长乐路 南北向 11 翠湖二路—学海路 270 新建

17 新木二路 东西向 15 木鱼山大道-新庙路 287 新建

18 新木一路 东西向 11 木鱼山大道-新庙路 268 新建，弹性控制

19 沿新支路 东西向 11 新庙王路-新庙王路 858 新建，弹性控制

20 新庙支路 东西向 11 学海路-建楼南路 434 新建，弹性控制

21 建楼北路 南北向 11 翠湖二路-翠湖四路 705 新建，弹性控制



14

22 建楼南路 南北向 11 沿新支路-立新路路 348 新建，弹性控制

23 冲王路 南北向 11 横塘路-翠湖四路 652 新建，弹性控制

合计 19037 米，其中弹性控制道路长度为 3265 米

2、建筑退让红线

本单元内沿城市道路建筑退让红线的距离需满足《铜陵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17）》第 5.3 条规定。

3、交叉口

本单元内所有道路均采用平面交叉形式，优化交叉口设计提高通行能力。相交道路最外侧机动车道设置适宜转弯半径，合理控制交叉口用地规模，节约用地，

减少行人过街距离。

4、出入口

本单元地块出入口应尽可能设置在次干道和支路上，不宜在主干道上设置，且地块出入口的设置应符合《铜陵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5.2）》第五十

条规定。

第 23 条 公共交通

依据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结合本单元实际情况，本单元内规划共设置 4 条公共交通线路，布局公交站 18个。无公交首末站。远期在翠湖一路、翠湖二路开

辟公交专用道。

第 24 条 慢行系统规划

1、慢行系统

慢行网络主要由慢行街区、城市主要慢行通道和城市次要慢行步道组成。结合单元公共服务中心规划打造慢行街区，城市主要慢行通道依托木鱼山大道、陵

江中路、翠湖一路、翠湖二路、翠湖四路等城市主干路两侧慢车道、人行道及街旁绿地空间构筑城市主要慢行通道；城市次要慢行步道为结合城市次干道及支路

网形成的沿路慢行空间。通过街区、绿道、步道、城市广场、城市驿站等空间和设施构建慢行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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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规划在商业中心、绿地公园、公交站点、医院、学校点等人流密集区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模不宜小于 50平方米，服务半径 300 米。

3、过街设施

规划在铜都大道与翠湖一路交叉口及陵江大道与翠湖二路交叉口设置 2 处过街设施，新庙王路和竹园一路下穿翠湖一路。

第 25 条 停车场、充电桩规划

1、社会公共停车场

规划结合单元实际情况，规划布置 2 处社会公共停车场，另外结合地块开发新建 3 出停车场、结合公园绿地新建 1处地下停车库。

表 9停车场建设一览表

序号 停车场位置 建造模式
泊位总数

（个）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新木二路以南，新苗王路以东 生态停车场（停车楼） 44
XH06-02-06 独立，部分结合社区公园

地下布置

2 翠湖二路以北、横塘路以东 生态停车场（停车楼） 143 XH06-08-03 独立

3 陵江大道以东，翠湖四路以南 停车库 150 - 结合地块开发建设

4 陵江中路以西，翠湖二路以南 停车库 150 - 结合地块开发建设

5 铜都大道东侧、翠湖一路以南 停车库 150 - 结合地块开发建设

6 木鱼山山大道以东、凤祥路以南 停车库 100 XH06-02-01 结合公园绿地建地下车库

合计 737

社区及单位停车位配建场依据《铜陵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2017）》第 6.8 条规定进行配建停车泊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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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布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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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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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条 竖向设计

规划充分考虑现有地形，结合已建道路，在满足道路行车安全和平顺的前提下，以建设部颁布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为标准，综合考虑地下管线

布置要求进行竖向设计。本单元内主干道已经建成，新建次干道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3.0％，新建城市支路最大纵坡不应大于 5.0％，地块内新建的小区主干道最

大坡度不宜大于 8.0％。地块标高确定应有利于地面排水，按照挖填方平衡原则，尽量减少土石方总量，高差大于 5米应分层设置挡土墙。

第五章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

第 27 条 空间景观规划结构

规划绿地景观结构概括为“一心、五带、一片”。

“一心”指蒲尚桥公园绿地。

“五带”指沿铜都大道-木鱼山大道、陵江中路、翠湖二路、翠湖四路以及芜铜铁路的绿带。

“一片”指翠湖一路两侧及西湖立交大面积的绿化片区。

第 28 条 绿地布局

1、公园绿地

本单元规划 1 处居住区公园绿地，为蒲尚桥公园，占地面积为 1.97 公顷。结合居住中心，新建三处社区游园，占地 0.4-1.0 公顷/处。

2、街旁绿地

规划沿城市主干道设置街旁绿地。铜都大道绿线宽度为 20米，木鱼山大道、翠湖一路绿线宽度为 30米，陵江大道绿线宽度分两段控制，翠湖二路以北控制

宽度为 20米，以南控制宽度为 30米，翠湖二路、翠湖四路道路绿线控制宽度为 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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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绿化配置

规划优先保护现状原生态环境，绿化配置应选用适宜铜陵市生长的植物品种，采用乔木－灌木－地被立体化的搭配，达到最佳绿化效果。

第 29 条 绿地景观设计引导

1、城市公园绿地

体现自然生态的绿化景观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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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空间主要采用架空平台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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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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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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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条 生态引导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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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径流控制率：居住用地 65%；公共建筑 64%；绿地公园 80%；道路广场 63%；

2、透水铺装比例：居住用地≥30%；公共建筑≥40%；道路广场≥2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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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第六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 31 条 规划目标

大气环境：本单元大气质量执行 GB3095-1996 中的二级标准。

水环境：本单元水质按 GB3838-2002 中的三类地表水控制。

声环境：本单元执行 GB3096-2008 中的一、二类声环境标准。

第 32 条 环境综合控制与整治规划

1、确定土地适宜的开发强度，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相对平衡。

2、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综合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

3、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

4、严格执行雨污分流体制，污水集中处理。

5、使用天然气、电能等洁净能源，鼓励使用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低污染燃料，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加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建设。

6、加强固体废物处理，减量化优先、资源化为本、无害化处理、市场化运作。

7、加强交通噪音和社会噪音的监控和管理，对噪音允许限度加以控制，特别是对文化娱乐、贸易市场的噪音加强管理。

第 33 条 生态环境建设

1、绿道建设

小区中心绿地以满足 10分钟可达为目标，居住区公园以满足 20分钟可达为目标，城市公园以满足 40分钟可达为目标。尽可能串联起区内林荫道路、城市

广场、街旁绿地、标志性城市节点、商业步行街等公共空间，与都市生活建立紧密联系，绿道建设形成网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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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街区尺度控制

从打造生态绿城的角度出发，规划增加本管理单元内的支路网，增强其生态融合度并使街道的尺度宜人。通过加密支路网构造约 200—250m 边长尺寸的街坊，

以实现邻里社区的步行尺度与高效路网的平衡。

3、混合功能

在规划层面上把划分出一定比例的用地作为弹性用地，在土地相容性许可的前提下进行用地性质的混合。在建筑层面上鼓励建造多种功能和业态兼容的城市

综合体建筑，对于功能混合的建筑可给予用地指标和土地出让等方面的奖励。

4、生态绿化

(1)利用固碳功能

高标准配置绿地，不仅可以凸显绿色生态城的典型特色，还可以使之成为整个规划区的碳汇系统，通过利用大面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实现生态城的就地

固碳功能。

(2)发挥“冷岛”效应

充分发掘规划区公园绿地生态效应，规划相互联通的大规模集中式绿地系统，充分发挥大型绿地具有的城市“冷岛”效应，使之从自然性冷岛过渡到功能性

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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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市政公用、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略

第八章 地块控制

第 34 条 地块划分原则

1、规划与土地使用权属边界和基层行政管辖界线相协调：对保留和新建用地、用地相对完整独立的机关团体、院校及企事业单位，宜单独划块；

2、用地性质宜明确单一功能，适应混合功能用地开发需求，地块内可以包含相互兼容的用地性质；

3、城市“四线”规划、文教体卫等专项规划确定需要强制性控制的设施用地，宜划分至小类，其它用地可根据不同控制要求原则上划至中类或小类。

第 35 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相邻同类地块或可兼容的地块可合并，较大地块可以进一步细分，以适应城市开发的不确定性，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但地块合并不能降低支路网密度。规

划将本单元共划分成 19个大地块、64个小地块。

第 36 条 地块控制指标体系

本规划对用地性质、规模、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地率等指标进行强制性控制，对年径流控制率、透水铺装比例和绿地下沉比例等生态指标提出引导要求。

各地块控制信息详见表 10。

表 10：XH-06 单元地块控制信息一览表

地块编码

强制性控制指标 引导性控制指标

用地性
质

用地面积
（ha）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系数
（％）

绿地率（％） 建筑限度（米） 年径流控制率
透水铺装比例

（％）
绿地下沉比例

（％）
地块兼容性

要求
备注

现状 规划

XH06-01
XH06-01-01 G1 1.35 —— —— —— ≥70.0 —— ≥80.0 —— ≥30.0

XH06-01-02 R21 6.11 —— ≤1.9 ≤20 ≥35.0 60-80 ≥65.0 ≥3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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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6-02

XH06-02-01 G1 1.97 —— —— —— ≥70.0 —— ≥80.0 —— ≥30.0

XH06-02-02 G1 0.84 —— —— —— ≥70.0 —— ≥80.0 —— ≥30.0

XH06-02-03 U31 0.65 —— ≤0.5 ≤20 ≥20.0 —— ≥63.0 ≥30 ≥20.0

XH06-02-04 R22 0.93 —— ≤1.3 ≤55.0 ≥20.0 ≤12 ≥64.0 ≥40.0 ≥40.0

21 班幼
儿园，其
中三个
亲子班

XH06-02-05 Aa 2.49 —— ≤1.2 ≤40.0 ≥35.0 12-24 ≥64.0 ≥40.0 ≥40.0

XH06-02-06 S42 0.13 —— —— —— —— —— ≥63.0 ≥30 ≥20.0
兼容停车楼

用地

XH06-03
XH06-03-01 G1 1.19 —— —— —— ≥70.0 —— ≥80.0 —— ≥30.0

XH06-03-02 R21 8.7 —— ≤2.0 ≤20 ≥35.0 —— ≥65.0 ≥30 ≥60.0

XH06-04
XH06-04-01 G1 1.15 —— —— —— ≥70.0 —— ≥80.0 —— ≥30.0

XH06-04-02 R21 8.15 —— ≤2.0 ≤20.0 ≥35.0 60-80 ≥65.0 ≥30 ≥60

XH06-05

XH06-05-01 G1 1.1 —— —— —— ≥70.0 —— ≥80.0 —— ≥30

XH06-05-02 A33 2.43 —— ≤0.8 ≤30.0 ≥35.0 12-24 ≥64.0 ≥40.0 ≥30.0

XH06-05-03 R21 4.56 2.9 ≤2.9 ≤17.0 ≥35.0 ≥80 ≥65.0 ≥30.0 ≥60.0

现状已
建成，新
华山安
置点

XH06-06

XH06-06-01 G1 0.57 —— —— —— ≥70.0 —— ≥80.0 —— ≥30

XH06-06-02 G2 0.46 —— —— —— ≥80.0 —— ≥80.0 —— ≥30

XH06-06-03 R21 5.21 —— ≤1.8 ≤20.0 ≥35.0 30-60 ≥65 ≥30 ≥60.0

XH06-06-04 A1 1.08 0.53 ≤0.6 ≤15.0 ≥35.0 12-24 ≥64.0 ≥40.0 ≥40.0

XH06-07

XH06-07-01 G1 0.58 —— —— —— ≥70.0 —— ≥80.0 —— ≥30.0

XH06-07-02 G1 0.46 —— —— —— ≥70.0 —— ≥80.0 —— ≥30.0

XH06-07-03 R21 8.14 —— ≤1.8 ≤20.0 ≥35.0 30-60 ≥65.0 ≥30 ≥60.0

XH06-07-04 R22 0.41 —— ≤0.9 ≤30.0 ≥35.0 ≤12 ≥64.0 ≥40.0 ≥40.0
9班幼儿

园

XH06-08
XH06-08-01 G2 0.41 —— —— —— ≥80 —— ≥80.0 —— ≥30

XH06-08-02 B12 0.42 —— ≤1.2 ≤35.0 ≥20.0 ≤12 ≥64.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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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6-08-03 S42 0.43 —— —— —— —— ≤12 ≥63 ≥30 ≥20.0
兼容停车楼

用地

XH06-08-04 U12 0.39 —— ≤0.5 ≤30.0 ≥20.0 ≤12 ≥63.0 ≥30.0 ≥20.0

XH06-08-05 R21 6.53 —— ≤1.8 ≤20.0 ≥35.0 30-60 ≥65.0 ≥30 ≥60.0

XH06-09

XH06-09-01 G1 0.56 —— —— —— ≥70.0 —— ≥80.0 —— ≥30.0

XH06-09-02 G2 0.53 —— —— —— ≥80.0 —— ≥80.0 —— ≥30.0

XH06-09-03 B1 5.91 —— ≤2.1 ≤60.0 ≥10.0 —— ≥64.0 ≥40.0 ≥40.0

XH06-10

XH06-10-01 G2 0.59 —— —— —— ≥80 —— ≥80.0 —— ≥30

XH06-10-01 G1 0.98 —— —— —— ≥70 —— ≥80.0 —— ≥30

XH06-10-03 R21 7.43 —— ≤1.9 ≤20.0 ≥35.0 60-80 ≥65.0 ≥30 ≥60

XH06-11
XH06-11-01 G1 0.5 —— —— —— ≥70.0 —— ≥80.0 —— ≥30

XH06-11-02 A33 4.97 —— ≤0.8 ≤30.0 ≥35.0 12-24 ≥64.0 ≥40.0 ≥30.0

XH06-12
XH06-12-01 G1 0.62 —— —— —— ≥70.0 —— ≥80.0 —— ≥30

XH06-12-02 R21 4.78 —— ≤1.9 ≤20.0 ≥35.0 60-80 ≥65.0 ≥30 ≥60

XH06-13
XH06-13-01 G1 0.49 —— —— —— ≥70.0 —— ≥80.0 —— ≥30

XH06-13-02 A33 3.81 —— ≤0.8 ≤30.0 ≥35.0 12-24 ≥64.0 ≥40.0 ≥30.0

XH06-14
XH06-14-01 G1 0.76 —— —— —— ≥70.0 —— ≥80.0 —— ≥30

XH06-14-02 R21 2.21 —— ≤1.8 ≤20.0 ≥35.0 30-60 ≥65.0 ≥30 ≥60

XH06-15

XH06-15-01 G1 2.39 —— —— —— ≥70.0 —— ≥80.0 —— ≥30

XH06-15-02 G1 0.43 —— —— —— ≥70.0 —— ≥80.0 —— ≥30

XH06-15-03 R21 12.94 —— ≤1.8 ≤20.0 ≥35.0 30-60 ≥65.0 ≥30 ≥60

XH06-15-04 Aa 0.41 —— ≤1.2 ≤40.0 ≥35.0 12-24 ≥64.0 ≥40.0 ≥40.0
睦 邻 中
心

XH06-15-05 R22 0.54 —— ≤0.9 ≤30.0 ≥35.0 ≤12 ≥64.0 ≥40.0 ≥40.0
12 班幼
儿园

XH06-16
XH06-16-01 G2 4.62 —— —— —— ≥80.0 —— ≥80.0 —— ≥30.0

XH06-16-02 U13 0.04 0.18 ≤0.2 ≤15.0 ≥30.0 ≤12 ≥63.0 ≥30.0 ≥20.0

XH06-17 XH06-17-01 G1 0.76 —— —— —— ≥70.0 —— ≥80.0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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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H06-17-02 G1 0.6 —— —— —— ≥70.0 —— ≥80.0 —— ≥30.0

XH06-17-03 G2 0.46 —— —— —— ≥70.0 —— ≥80.0 —— ≥30.0

XH06-17-04 G1 0.45 —— —— —— ≥70.0 —— ≥80.0 —— ≥30.0

XH06-17-05 G1 1.39 —— —— —— ≥80.0 —— ≥80.0 —— ≥30.0

XH06-17-06 G1 0.95 —— —— —— ≥70.0 —— ≥80.0 —— ≥30.0

XH06-17-07 R21 3.19 —— ≤2.3 ≤20.0 ≥35.0 60-80 ≥65.0 ≥30 ≥60.0

XH06-17-08 R21 5.55 —— ≤2.3 ≤20.0 ≥35.0 60-80 ≥65.0 ≥30 ≥60.0

XH06-17-09 R21 4.17 —— ≤2.3 ≤20.0 ≥35.0 60-80 ≥65.0 ≥30 ≥60.0

XH06-17-10 R21 6.83 —— ≤2.3 ≤20.0 ≥35.0 60-80 ≥65.0 ≥30 ≥60.0

XH06-17-11 R22 0.68 —— ≤0.9 ≤30.0 ≥35.0 ≤12 ≥64.0 ≥40.0 ≥40.0
15 班幼
儿园

XH06-17-12 Aa 0.6 —— ≤1.2 ≤45.0 ≥35.0 12-24 ≥64.0 ≥40.0 ≥40.0
睦 邻 中
心

XH06-17-13 H41 0.16 0.24 ≤0.25 ≤15 ≥30.0 —— ≥63.0 ≥30.0 ≥20.0

XH06-18 XH06-18-01 G1 7.98 —— —— —— ≥70.0 —— ≥80.0 —— ≥30.0

XH06-19 XH06-19-01 G2 4.96 —— —— —— ≥80.0 —— ≥80.0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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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动态维护

第 37 条 动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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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城市总体规划发生变化，对本单元的功能和布局产生重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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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条 修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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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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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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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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