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的规定，以及前海规划编制相关要求，我局拟对前海三个片区（桂湾、前湾、妈湾）开

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进行公开展示。现通告如下：

一、公示地点：

1、深圳市前海管理局网站/通知公告栏目http://qh.sz.gov.cn/

2、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信息公开栏目http://pnr.sz.gov.cn/

3、深圳市前海管理局e站通大厅（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与月亮湾大道交汇处南侧前海深港合作区e站通）　　

二、公示时间

本次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公开展示时间为30个自然日，自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7月18日。

三、公众意见征询

（一）公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提出意见或建议。提出意见或建议，应填写“公众意见征询表”，在展示地点及展示网站

均有“公众意见征询表”供市民领取或下载。

在公示意见收集截止日期（2020年7月18日）之前通过以下方式反馈：

1、至深圳市前海管理局e站通服务中心提交书面材料；

2、将书面材料以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qhgjc@qh.sz.gov.cn。

（二）个人反馈的，请附上个人地址、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联系方式。

（三）多人共同反馈的，需委托一人处理意见反馈相关事宜，并附上每个反馈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址和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

址、联系方式。

（四）单位反馈的，请附上单位法人、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地址、联系方式。

热忱欢迎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展，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附件：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2.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图表

3.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4.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图表

5.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妈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6.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妈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第一阶段）（草案）图表

7.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妈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第二阶段）（草案）图表

8. 公众意见征询表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联系人：范工

联系电话：0755-36667538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九日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hm²) 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

R

居住用地 61.79 18.81%

R2 二类居住用地 26.97 8.21%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34.82 10.60%

GIC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11.86 3.61%

GIC1 行政办公用地 0.90 0.27%

GIC2 文化设施用地 1.89 0.58%

GIC5 教育设施用地 9.07 2.76%

C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62.79 19.12%

C1 商业用地 68.06 20.72%

M
工业用地 13.14 4.00%

M0 新型产业用地 13.14 4.00%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92.71 28.23%

S2 城市道路用地 92.47 28.15%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0.24 0.07%

U

公用设施用地 2.02 0.62%

U1 供应设施用地 1.69 0.51%

U9 其它公用设施用地 0.33 0.10%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78.74 23.97%

G1 公园绿地 71.79 21.86%

G4 广场用地 4.93 1.50%

U1+G1 供应设施用地+公园绿地 2.02 0.62%

- 白色用地 5.39 1.64%

小计 城市建设用地 328.44 100.00%

E
其他用地 9.56 -

E1 水域 9.56 -

合计 规划总用地 338 -

序号 设施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处） 位置

备注
总量 规划增加 现状保留 规划

1 电力设施
220kV变电站 4 3 01-03-01

（06-04-03）、（02-05-05）、

（03-03-01）

开发单元二、开发单元三内的规划

220千伏变电站为附建式，规划容

量均为4×75MVA，建筑面积均按

6000平方米控制。

开发单元六内的规划220千伏变电站

为独立占地户内GIS式，规划容量

为4×180MVA，占地6849.6平方米。

地铁专用变电站 1 1 - 01-02-01 -

2 通信设施

通信机楼 1 1 - 04-01-05 -

汇聚机房 7 7 -

（03-04-02）、（01-04-01）、

（04-08-01）、（02-01-04）、

（01-01-01）、（06-03-02）、

（04-02-03）

附设式汇聚机房建筑面积均为250平

方米

3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1 （04-01-01） -

邮政所 6 6 -

（01-02-03）、（01-04-02）、

（03-04-02）、（04-02-06）、

（05-01-04）、（06-02-01）

-

4 环卫设施

垃圾转运站 13 13 -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2-05-07）、（03-02-02）、

（04-01-01）、（04-02-04）、

（04-04-04）、（05-01-01）、

（05-01-03）、（05-01-04）、

（06-03-04）

开发单元涉及的垃圾转运站在下层次

开发单元规划中依据《深标》予

以落实。

附建式垃圾转运站建筑面积480平方

米，应设置独立出入口，避开所

属建筑人流、地下车库主要出入

口。与相邻建筑间距不应小于10m。

垃圾运输通

道拐弯半径不小于9米，净高不小于6

米，净进深不小于12米。

再生资源

回收站
12 12 -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3-02-02）、（04-01-01）、

（04-02-04）、（04-04-04）、

（05-01-01）、（05-01-03）、

（05-01-04）、（06-03-04）

再生资源回收站不独立占地建设，应

优先与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等

市政公共设施合建。

公共厕所 15 15 -

（01-01-04）、（01-02-04）、

（01-02-07）、（01-03-02）、

（02-04-05）、（03-02-02）、

（03-04-02）、（04-04-04）、

（04-08-01）、（05-01-01）、

（05-01-03）、（05-01-04）、

（06-01-07）、（06-03-02）、

（06-05-02）

公共厕所的设置密度应在满足《深标》

规定，根据服务面积、人流量和

使用频率确定。

环卫工人

作息房
14 14 -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3-02-02）（03-04-02）、

（04-04-04）、（04-08-01）

（05-01-01）、（05-01-03）、

（05-01-04）、（06-01-07）、

（06-03-02）、（06-05-02）

环卫工人休息房不独立占地建设，应

优先与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等

市政公共设施合建。

道路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XX段） 红线宽度（米） 车行道断面形式 备注

快速路 1 月亮湾大道（桂湾段） 80 双向6车道主道与双向6车道辅道

主干路

1 临海大道（桂湾段） 60 双向6车道

2 梦海大道（桂湾段） 60 双向6车道

3 桂湾一路 60 双向4车道

4 桂湾四路 40 双向6车道

次干路

1 听海大道（桂湾段） 50 双向6车道

2 怡海大道（桂湾段） 50 双向6车道

3 桂湾二路 35 双向4车道

4 桂湾三路 40 双向6车道

5 桂湾五路 45.5 双向6车道

支路 16-18 双向或单向两车道

附件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文本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

草案

（文本、图表）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2011）、《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暂行

办法》（2011），制定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以下简称本规划）。经初审同意，现予以公开展示。公开展示期间，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可以规定形式向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提出对本规划的意见或建议。本规划包括文本及图表两部分。

（1）文本：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控制条文。

（2）图表：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图及附表。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二〇二〇年六月

1 总则

1.1 本规划适用范围为：整个桂湾片区（含双界公园、滨海公园桂湾段），范围面积约338公顷（其中桂湾片区295公顷，双界公园、滨海公园桂湾段43公顷

）。

1.2 本规划的图表与文本内容共同构成所在片区法定规划的法定文件。其中文本的“下划线”部分及附表1（备注内容除外）为强制性内容；文本中的图纸

为示意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1.3 制定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及大小南山周边地区综合规划》（以下简称《自贸区综合规划》）及

其它经批准的专项规划。

1.4 本规划内的土地利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非法定性内容除外）。本规划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

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1.5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9版）（以下简称《深标》）确定。

1.6 本规划范围内编制下层次规划及城市设计，必须以本规划确定的规划要求为依据。

1.7 本规划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前海管理局）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相关规定。

1.8 本规划自前海管理局签发之日起施行。即日起，该片区原有的开发单元规划自行作废。

2 发展目标

2.1 本规划片区的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宜居宜业、保持24小时活力的国际金融城。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吸引金融企业总部、金融科技领军型企业集聚，建设具有示范效应的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和全球总部中心。

3 用地布局与土地利用

3.1 本规划所规划的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C）、居住用地（R）、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

U）、绿地与广场用地（G）、白色用地（-）、其他用地（E）等，各地块用地性质详见本规划图表的规定。

3.2 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桂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

表1：桂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桂湾片区包含6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一、二、三、四、五、六）。在开发单元内的开发建设必须满足本开发单元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

，其具体用地开发强度等指标，以规划主管部门最终审批通过的详细规划为准。

3.4 在空间布局上，开发单元内的建筑功能、空间尺度均应与周边地块相协调，营造宜人的公共活动空间；在交通联系上，应提高进入绿地广场、滨海公园和水廊道

公园的可达性，实现城市与海湾的空间联系；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前海湾综合交通枢纽的连接。

3.5 本规划所确定的街坊、地块界限，在下一步规划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街坊或地块进行合并、细分。

3.6 本单元规划用地性质指“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

4 人口规模与开发强度

4.1 规划片区内规划居住人口规模约9.9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22.8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929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72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39万平方米。

4.3 规划确定的各地块容积率详见图表中的“规划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5 公共设施

5.1 规划片区内公共设施的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5.2 规划片区内主要的文化设施有音乐中心一处，位于02-01-01地块，用地规模约1.9公顷。主要的教育设施有国际学校一所，位于06-01-02地块；九年一贯制学校两

所，位于04-03-01、05-01-06地块；小学一所，位于05-01-05地块；幼儿园七所，位于03-02-02、03-04-02、03-04-03、05-01-02、05-01-03、06-02-01地块；教育

设施（不含幼儿园）总用地规模约9.1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8处，分别位于01-02-15、02-05-12、03-01-01、03-05-01、04-08-02、06-01-02、06-02-03和06-04-04地块，结合公园绿地以及部分

学校设置；设置消防站一处，位于04-06-03地块，用地规模3300平方米。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片区内交通设施的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6.2 规划片区内道路系统的位置、等级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表2），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表2：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趣味的同时应该协调有序，形成有趣的街道空间。除首层商业开放橱窗之外，公共空间周边的裙房立面推荐以石材为主。位于轨道站点或者开放空间周边的重要高

层建筑群组，鼓励建筑色彩及材质有所创新，形成多元的建筑风格特色。

7.6 规划片区的步行系统从竖向标高上可以分为地面、空中、地下三部分。其中，地面步行系统应结合道路系统的建设，空中步行系统以二层连廊、过街天桥和跨

街公园为主，地下步行系统以轨道站点、地下公共通道及地下商业街以为主。

（1）地面步行网络：应保障各等级路网的步行交通空间，并与各地块、滨海公园、水廊道公园和城市客厅的步行网络顺畅衔接，最大限度节省步行距离，形成集

通勤、休闲、健身等多种功能的步行系统，串联常用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2）空中步行系统：结合城市客厅方案强化中轴线的步行连续性；同时，加强临海大道、月亮湾大道、桂湾一路和滨海大道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

间、城区与公园之间的紧密关系。连廊宽度的设置应配合商业设施及小品、绿化，并提供社交和观景的空间。要求除本规划确定外，还可以在有必要设置行人过街

通道的地段修建过街天桥或跨街公园，并设置相关标识。

（3）地下步行系统：建议对轨道站点周边地区实现地下空间连通，有利于地下空间的充分利用以及地上、地下车行与步行交通一体化发展。

7.7 规划片区重要的公园绿地包括滨海公园（桂湾段）、双界公园和月湾河水廊道。重要的公园绿地与城市之间采用建立视线通廊、景观通廊或步行通道来加强联

系，结合规划路网、林荫大道和步行道形成相互联系的通道，强化滨海公共文化设施和高层建筑对片区整体城市空间的塑造。

7.8 规划片区主要的公共空间包括滨海公园（桂湾段）、双界公园、月湾河水廊道、铁路公园、通海绿廊、金融峡谷以及城市客厅中轴线，其中， 02-01-06 、

02-02-06、03-02-04、04-01-03、06-04-06、06-05-03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01-02-15、04-08-02等地块为广场型的公共空间，01-05-02、02-04-05、

02-04-06、02-05-07、02-05-08、03-03-01、04-07-02、06-03-05、06-05-04等地块为复合型公共空间。

9 地下空间

9.1 规划片区的地下空间包括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和一般开发区域。规划片区内轨道站点周边200米范围内地块的地下空间为高强度开发，主要功能为轨

道交通设施、地下商业、配建停车库等，并与周边地块地下开发相连通；其余地块为中强度开发，主要功能以配建停车库为主。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位于

01-02街坊、01-05和04-07街坊、02-02街坊、02-04街坊、04-08和04-09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三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前海湾站、鲤鱼门站、桂湾站。这些站点及周边区域为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通过地下通道、商业街串联，形

成以交通、商业、展示、停车等为主的大型地下综合服务功能。

9.3 根据主导使用功能，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是以商业、停车等为主的综合功能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是以停车功能为主的一般功能区。未来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经专题研究认为地下一般开发区域确实可以调整为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区域的，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调整

功能。

9.4 地上与地下空间的连接通道、地下空间内的联系通道以及下沉广场等设施，其位置、竖向和宽度可根据实际开发建设需要在下一层次规划中确定。

9.5 地下空间设计须满足综合防灾要求，按照标准设置防灾疏散通道和出入口。

10 “五线”控制

10.1 本规划已落实各类市政、交通设施的控制要求，规划应严格按黄线、橙线、蓝线、基本生态控制线的要求控制。

11 市政工程

11.1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配置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按照经济可行的原则积极运用节能减排、

资源循环利用的相关方法和工程措施。市政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11.2 规划区各市政专业预测需求量:

（1）规划区内预测最高日给水量为8.66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7.94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2.12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60.11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17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3072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约1.2万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1259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40吨/日。

11.3 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类型、规模等详见“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表3）。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居住区级以下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表3：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1 号线、轨道5号线、轨道11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21号线、轨道26号线、轨道28号线、一条预留轨道线、穗莞深城际线、港深西部快轨、深惠

城际经过，上述规划轨道以地下敷设形式建设。规划轨道具体线位及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6.4 在保证单元路网结构、路网密度、道路面积、通行能力不变的前提下，街坊内支路线型可根据具体规划、建筑设计确定，但街坊对外联系的道路交叉口位置不应

调整，确需调整，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程序报批。

6.6 本规划片区内各地块主要机动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主、次干路上，也不宜设置在行人集中与优先地区。

6.7 本规划片区的地面不宜设固定停车位。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6处，公共停车位301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2210个，其余为预留停

车位。鼓励地下停车场划分停车分区，停车位配置数量应按《深标》配置，应配建不少于30%的机动车泊车位充电桩，且预留100%的机动车泊位充电桩条件。

6.8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4处，均为非独立占地。

6.9 规划片区内规划一座加油站（06-05-09地块），用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前海最重要的城市空间形象标志性区域，本片区应进一步强化城区与滨海的轴线关系（城市客厅、金融峡谷、通海绿廊等），对轴线两侧的塔楼秩序

进行形态引导，形成中间高、两边低，建筑高度从TOD核心区向前海湾和水廊道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秩序，展现本规划片区世界级、高密度的活力金融创新区的城市形

象。

7.2 规划片区内滨海岸线、双界公园、听海大道、梦海大道和城市客厅作为本片区核心的城市建筑景观界面，是体现国际性城市景观的主要观光带、也是构成城市天

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统一。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位于城市客厅中轴线的开发单元四的08街坊和09街坊（04-08-01、04-08-03和

04-09-02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01-01-01和02-01-01地块）。

7.3 规划片区内城市客厅、重要的线性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时尽可能形成连续街墙，提高贴线率，形成有围合感的高品质、连续性街道空间。沿街底层

建筑宜以小型商业、文化和生活类服务业为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在建筑和人行通道之间设置独立的步行活动区域，可作为室外餐饮、公共休憩等用途，创

造更多的街道生活空间，避免沿街道出现停车场或不具任何展示的橱窗以及无任何活动发生的实墙和绿地。

7.4 规划片区内需要展现海城融合、疏密有致、层次丰富的空间形态。沿前海湾和水廊道的滨水建筑高度以小于60米为主，不宜超过80米，环湾低密度开发，打造自

然与文化交融的滨海活力区；在TOD地区集中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簇群，形成规划片区主要的天际线形态。

7.5 听海大道、梦海大道和城市客厅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利用立面虚实比塑造建筑风格，强化场地的风貌塑造。建筑裙房立面应该创造丰富的视觉

前海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公开展示的通告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开发单元 设施名称 数量（处） 所在地块编号

四

社区警务室 1 （04-07-03）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2 （04-04-03）、（04-08-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2 （04-01-09）、（04-08-02）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04-03-01）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04-02-06）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4
（04-01-05）、（04-03-01）、（04-07-

02）、（04-08-03）

公共停车场（处） 1 （04-08、09）

通信机楼 1 （04-01-05）

汇聚机房 2 （04-08-01）、（04-02-03）

邮政支局 1 （04-01-01）

邮政所 1 （04-02-06）

小型垃圾转运站 3
（04-01-01）、（04-02-04）、（04-04-

04）

再生资源回收站 3
（04-01-01）、（04-02-04）、（04-04-

04）

公共厕所 2 （04-04-04）、（04-08-01）

环卫工人休息房 2 （04-04-04）、（04-08-01）

应急避难场所 1 （04-08-02）

消防站 1 04-06-03

冷站 2
（04-02-05）和（04-02-06）合建、

（04-07-02）

五

社区管理用房 2 （05-01-03）、（05-01-04）

派出所 1 （05-01-07）

社区警务室 3
（05-01-01）、（05-01-03）、（05-01-

04）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3
（05-01-01）、（05-01-03）、（05-01-

04）

文化活动室 3
（05-01-02）、（05-01-03）、（05-01-

04）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05-01-06）

小学 1 （05-01-05）

幼儿园 3 （05-01-02）2个、（05-01-03）；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3
（05-01-02）、（05-01-03）、（05-01-

04）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2 (05-01-03)、（05-01-04）

公共停车场（处） 1 （05-01-01）

邮政所 1 （05-01-04）

小型垃圾转运站 3
（05-01-01）、（05-01-03）、（05-01-

04）

再生资源回收站 3
（05-01-01）、（05-01-03）、（05-01-

04）

公共厕所 3
（05-01-01）、（05-01-03）、（05-01-

04）

环卫工人休息房 3
（05-01-01）、（05-01-03）、（05-01-

04）

六

社区管理用房 1 （06-02-01）

社区警务室 1 （06-02-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06-02-01）

文化活动中心 1 （06-03-04）

文化活动室 1 （06-02-0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06-02-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3
（06-02-03）、（06-04-07）、（06-05-

10）

幼儿园 1 （06-02-01）

国际学校 1 （06-01-02）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06-05-02）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5
（06-01-07）、（06-03-02）2个、（06-

04-05）、（06-05-08）

加油站 1 （06-05-09）

变电站 1 （06-04-03）

邮政所 1 （06-02-01）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6-03-04）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6-03-04）

公共厕所 3
（06-01-07）、（06-03-02）、（06-05-

02）

环卫工人休息房 3
（06-01-07）、（06-03-02）、（06-05-

02）

应急避难场所 3
（06-01-02）、（06-02-03）、（06-04-

04）

汇聚机房 1 （06-03-02）

开发单元 建筑规模（m²）
地上建筑各功能建筑面积建议值（m²）

办公 居住 商务公寓 商业 旅馆业 会议 文化 创新产业 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

一 2210958 1360780 0 160000 270148 264460 71000 0 0 84570

二 2009500 1341960 0 246770 191060 160000 0 38000 0 31710

三 614580 90000 470000 0 35500 0 0 0 0 19080

四 2033462 1408220 0 330000 148932 70000 0 0 0 76330

五 1408458 224300 959130 48670 94000 26250 0 0 0 57564

六 1010170 0 259000 0 0 0 0 0 705600 48640

合计 9291674 4425260 1688130 785440 739640 520710 71000 38000 705600 317894

开发单元 设施名称 数量（处） 所在地块编号

一

社区管理用房 5
（01-01-04）、（01-02-02）、（01-02-

07）、（01-02-13）、（01-04-01）

社区警务室 4
（01-01-04）、（01-02-03）、（01-02-

07）、（01-02-13）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2 （01-01-04）、（01-02-02）

文化活动室 1 （01-05-02）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3
（01-01-03）、（01-02-02）、（01-04-

02）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1 （01-02-02）

公共停车场（处） 3
（01-01-01）、（01-01-03、04）、

（01-02）

变电站 2 （01-02-01）、（01-03-01）

汇聚机房 2 （01-01-01）、（01-04-01）

邮政所 2 （01-02-03）、（01-04-02）

小型垃圾转运站 3
（01-01-03）、（01-02-04）、（01-02-

07）

再生资源回收站 3
（01-01-03）、（01-02-04）、（01-02-

07）

公共厕所 4
（01-01-04）、（01-02-04）、（01-02-

07）、（01-03-02）

环卫工人休息房 3
（01-01-03）、（01-02-04）、（01-02-

07）

应急避难场所 1 （01-02-15）

二

社区管理用房 4
（02-02-03）、（02-03-05）、（02-04-

05）、（02-05-11）

社区警务室 4
（02-02-03）、（02-03-05）、（02-04-

05）、（02-05-1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4
（02-02-03）、（02-03-05）、（02-04-

05）、（02-05-11）

文化活动室 5
（02-01-07）、（02-02-07）、（02-03-

01）、（02-04-06）、（02-05-1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2 （02-02-08）、（02-05-12）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4
（02-02-03）、（02-03-06）、（02-04-

06）、（02-05-1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02-01-07）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2 （02-01-08）、（02-05-08）

公共停车场（处） 1 （02-05-06、07、08）

变电站 1 （02-05-05）

汇聚机房 1 （02-01-04）

小型垃圾转运站 2 （02-04-05）、（02-05-07）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2-04-05）

公共厕所 1 （02-04-05）

环卫工人休息房 1 （02-04-05）

应急避难场所 1 （02-05-12）

冷站 1 （02-04-05）和（02-04-06）合建

三

社区管理用房 1 （03-04-02）

社区警务室 1 （03-04-02）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03-04-02）

文化活动室 1 （03-04-02）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2 （03-02-02）、（03-04-02）

幼儿园 3
（03-02-02）、（03-04-02）、（03-04-

03）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03-04-02）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1 （03-04-02）

变电站 1 （03-03-01）

汇聚机房 1 （03-04-02）

邮政所 1 （03-04-02）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3-02-02）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3-02-02）

公共厕所 2 （03-02-02）、（03-04-02）

环卫工人休息房 2 （03-02-02）（03-04-02）

应急避难场所 2 （03-01-01）、（03-05-01）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

坊编号加（）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1.4 市政设施控制范围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高压电缆线路敷设于电缆综合沟、电缆隧道和综合管廊内。

（2）规划区东侧自北环大道、沿月亮湾大道，现状有敷设一根DN600上游天然气长输管线（9.2兆帕），一根DN800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4.0兆帕）及一

根DN300天然气次高压管道（1.6兆帕），局部路段穿越本规划区。上游天然气长输管线为大鹏LNG有限公司所属的大鹏LNG深圳支线，主要为前湾电厂供气

；天然气高压临时管道主要为区内南山电厂供气；次高压管道自留仙洞门站向南油调压站供气。

（3）次高压管道：规划对月亮湾大道DN300现状次高压管道实施扩容，管径增大至DN500。次高压管道与建筑物外墙之间的水平净距应严格按照《城镇燃

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执行。

（4）上游天然气长输管道：片区内现状大鹏LNG长输管道，依据《深圳市天然气高压管网规划》的要求，落实降压到次高压、中低压或去功能化，改做它

用或废除。在实现降压前，管道周边用地建设、管理应先行开展安全评估，确定安全防护距离并进行控制，同时应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执行

。

11.5 规划区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前海片区污水排向南山污水处理厂。

11.6 规划区采用220/20千伏的供电模式，规划电源由区内现状220千伏兴怀变电站和规划220千伏桂湾2#站、桂湾3#站、桂湾4#站联合供应。其中，220千

伏桂湾2#站、桂湾3#站为附建式，规划容量均为4×75MVA，建筑面积按6000平方米上限控制；桂湾四站为独立占地户内GIS式，规划容量为4×180MVA，占

地面积6849.6平方米。区内新建电力线路均以电缆形式敷设，高压电缆线路主要沿听海大道综合管廊和桂湾一路、怡海大道现状电缆隧道敷设，沿道路东

侧、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布置中压电缆沟，主要断面规格为1.4米×1.4米、2×1.4米×1.4米。

11.7 规划区气源以天然气为主，液化石油气为辅。天然气主要由迁建南油区域调压站和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联合供给，形成一张网、多气源的天然气输

配系统，与周边管网互联互通，保障供气安全。

11.8 规划区内的垃圾转运站基于转运负荷极高、本片区城市环保要求较高及配套建设再生资源回收站的情况，附建式垃圾转运站的建筑面积控制为480平

方米，在实际建设时应确保相应配套面积满足本条要求。

12 开发单元管控

12.1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各开发单元的建筑规模详见 “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表4）。

表4：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

12.2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各开发单元的配套设施规模和位置详见“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表5）。

表5：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3）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公共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

合理的微调。

（4）本规划中公共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单元内社区级公共设施，应在下层级规划编制中，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标准配置。

（6）单元内以点位控制的公共设施，在保证建设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其具体位置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7）本规划中准公共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主要类型包括企业会所、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诊所、小型博物馆或者社区图书馆等

社区公共用途。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鼓励使用商业指标进行落实，并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8）本规划所规划的独立占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用地（其中包括已建成的招拍挂出让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公用设施用地）

，已注明容积率、设施规模的，或备注说明中采用 “现状”、“依据政府批件”等表述的，在原有用地性质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因分

别增加相应的管理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积，导致地块容积率、

设施规模、设施建筑面积、备注说明等与法定规划表述不一致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9）本规划所规划建设用地中已附设有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在原有设

施类型不变，且满足建筑、消防等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因落实现行《深标》等规定，分别增加相应的管理服务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设施、教育设施、医疗卫

生设施、社会福利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等公共利益建筑面积，导致地块容积率、设施规模大于法定规划的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0）本规划中确定的经营性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根据城市发展需求以及满足相应规范的前提下，经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可将用地调整

为公共设施或市政设施用地，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13.4 综合交通

（1）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按照实位、虚位、点位三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交通设施、轨道交通线位、车站、停车场和车辆段，其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

进行。

（3）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合理

的微调。

（4）本规划中交通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单元内以虚位或点位交通设施，在保证用地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其具体位置及界线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6）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交通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地块出

让以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调整。

（7）本规划中的公共停车场为空间预留和数量建议，以点位控制，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在经过交通论证后，可对其具体位置和规模进行优化调整，按需

配置。

（8）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支路网设计。

（9）本规划应根据片区功能定位及布局要求，构筑适宜的慢行系统；此外，有条件的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同时鼓励在大型公园、河道两侧、公共绿地以

及环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所有慢行系统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

（10）本规划内街块内部道路控制线的位置以虚位控制，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其线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保证所在区域各地块间交通能有效

衔接的前提下对线型做适当调整。

13.5 公园绿地

（1）为集约高效利用土地，本规划所确定的公园绿地，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其地下空间可兼容轨道、地下道路、市政设施等公共类地下设施，地面可设置必

要的附属设施，但不应对景观联系、慢行系统等公共活动产生阻隔，并进行景观化处理。

13.6 地下空间

（1）本规划中划定的鼓励地下空间一体化复合开发的区域，可在道路、绿地下方布局商业空间，其指标来源于两侧经营性用地，如出现该情况时，须按照相关程

序报批。

（2）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对街坊内地块进行合并，应进行地下室整体开发；若对街坊内地块进行细分，则应保证地下空间的

互联互通，实现地下空间的共享。

（3）本规划中预留5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建筑面积，该部分面积可结合道路、绿地下方空间以及因地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间等。按相关

程序进行出让。

（4）用于连接已设定产权地块的地下空间（包括道路和绿地下方的空间、地下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施工过程中形成的空腔空间等），其建设的具体规定应符合《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应管理的若干意见》。

13.7 市政工程

（1）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内的市政设施的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市政廊道及管网数量以专项规划为准。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进行调整时，应按相关程序进

行。

（3）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在有利于公共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

合理的微调。

（4）本规划中市政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本规划中以点位控制的市政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为规划建议位置。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街坊范围内调整；在地块出

让以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调整。

（6）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市政支管系统设计。

13.8 “五线”控制

（1）本规划内“五线”不得减少或取消。

（2）本规划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严格依据“五线”的相关规定执行。

13.9 规划实施

（1）单元可结合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各单元内部经规划国土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开发主体联合开发。

（2）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如明确作为近期不开发用地（含公共设施），在有利于提升城区品质、活力及服务水平的情况下，均可按相关程序作为短期利用或临时

用地。

附录 名词解释

1、 强制性内容

法定规划实施中必须控制的规划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公共绿地、配套设施、“五线”及其它控制要求等内容，是对法定规划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

2、 引导性内容

法定规划中除强制性内容以外的指标、要素、要求等内容。

3、 街区

由城市高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铁路、自然边界及其它边界等围合形成的具备主导城市功能或特色的范围，街区由街道和街块组成。

4、 地块

一个连续的区域，并可辨认出同类属性的最小的土地空间区域，一般小于5 公顷。

5、 用地性质

地块按《深标》划分的土地利用的类别。

6、 用地面积

地块的面积。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街坊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街坊编号加（

）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13 管控通则

13.1 土地利用

（1）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依《深标》相关规定，地块可适度兼容部分指定的其它用地性质，本规划中用地的混合使用应依据《深

标》相关规定。

（2）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本规划已经衔接和落实已建项目，现状已建的合法建筑与本规划规定不符的，可继续保持其原

有的使用功能。

（3）本规划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利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利用权。

（4）本规划图表中白色用地的控制指标均为建议性指标，当白色用地需确定具体用地性质和建筑规模时，应进行研究论证并按相关程序审批。

（5）本规划按照规划编制时所使用的地形图及地籍权属、并参照现场情况划分地块并测算地块面积。

（6）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确实的用地红线，在下层次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

并或细分。

（7）地块边界合并或细分后，原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配套设施和适建建筑可重新布局，但各类用地性质的建筑总量、占比和建筑界面控制等应与原规划保持一致。

（8）本规划所划定的单元边界，是确定单元内各项规划指标及管理要求的基础条件，原则上不能调整；若在实施时确需调整，应对单元及相关周边地块的各项规划指

标、管理要求一并调整，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9）本规划内所有建筑的地下空间不得突破宗地范围。

13.2 开发强度

（1）为集约利用土地，居住及商业等用地的容积率不应少于本规划图表确定的容积率的90%。

（2）本规划执行过程中，地块容积率的确定须同时满足工程地质安全等相关规定。

（3）本规划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因地块合并、细分或调整发生变化时，应保持地块总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规模不变，并对地块容积率作相应调整。

（4）本规划中对规划确定的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容积率不予规定，其开发强度应参考片区城市设计控制指引，并考虑片区总体三维形态秩序来推敲体量，并按照国

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5）本规划中单元确定的建筑规模，在编制单元详细规划时须严格遵守。如确需调整，应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履行相关修订、审批程序。

13.3 公共设施

（1）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按照实位和点位两种方式控制。

（2）本规划中公共设施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10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04-01-01）

邮政所 6

（01-02-03）、（01-04-02）、

（03-04-02）、（04-02-06）、

（05-01-04）、（06-02-01）

11 环卫设施

小型垃圾转运站 13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2-05-07）、（03-02-02）、

（04-01-01）、（04-02-04）、

（04-04-04）、（05-01-01）、

（05-01-03）、（05-01-04）、

（06-03-04）

再生资源回收站 12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3-02-02）、（04-01-01）、

（04-02-04）、（04-04-04）、

（05-01-01）、（05-01-03）、

（05-01-04）、（06-03-04）

公共厕所 15

（01-01-04）、（01-02-04）、

（01-02-07）、（01-03-02）、

（02-04-05）、（03-02-02）、

（03-04-02）、（04-04-04）、

（04-08-01）、（05-01-01）、

（05-01-03）、（05-01-04）、

（06-01-07）、（06-03-02）、

（06-05-02）

环卫工人休息房 14

（01-01-03）、（01-02-04）、

（01-02-07）、（02-04-05）、

（03-02-02）（03-04-02）、

（04-04-04）、（04-08-01）、

（05-01-01）、（05-01-03）、

（05-01-04）、（06-01-07）、

（06-03-02）、（06-05-02）

12 防灾减灾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8

（01-02-15）、（02-05-12）、

（03-01-01）、（03-05-01）、

（04-08-02）、（06-01-02）、

（06-02-03）、（06-04-04）

消防站 1 （04-06-03）

13 区域供冷设施 冷站 3

（02-04-05）和（02-04-06）合建、

（04-02-05）和（04-02-06）

合建、（04-07-02）

7、 地块边界

地块的空间范围线。

8、 单元主导功能

规划控制单元主要的用地性质；原则上以该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大类划分）的用地面积占总用地的比例大小来确定，并按所占比例从大到小排列

，以“、”相连，一般不超过四类。

9、 某性质为主导的用地

规划控制单元内，某类性质（按《深标》大类划分）占主导地位的用地，原则上以单元内建筑规模占总建筑规模50%以上的用地之性质来确定。

10、 容积率

一定地块内，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与地块面积的比值。规划中所提容积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上限值，即须小于或等于。特殊情况下可定控制区间。

11、 单元建筑规模

规划控制单元内总建筑面积（不包括配套设施）及各功能（居住、商业、工业、物流仓储等）单项建筑面积。

12、 居住人口

居住在住宅、商务公寓和宿舍中的人口，不含在旅馆等其它建筑中居住的人口。规划中所提居住人口数量为允许居住的最大人口数量，即须小于或等于。

13、 就业人口

16 周岁以上，从事一定的社会劳动或经营活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

14、 配套设施

包括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等。

15、 准公共服务设施

准公共服务设施是面向未来金融商务人群、企业、游客的服务配套。主要类型包括企业会所、员工食堂、健身房、小型会议厅、诊所、小型博物馆或者社

区图书馆等社区公共用途。鼓励使用商业指标，以附形式，并设置独立出入口。

16、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公交驿站除包括首末站功能外，还可以兼顾深港跨境大巴等功能。

17、 建筑高度分区

是指规划内某特定区域内所有建筑物室外地坪起到其计算最高点不得超过的最大高度限值。有关建筑物高度的计算方法遵照《深圳市建筑设计技术经济指

标计算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18、 公共空间

是指具有一定规模、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并提供休闲活动设施的公共场所，一般指露天或有部分遮盖的室外空间，符合上述条件的建筑物内部公共大厅和通

道也可作为公共空间。

19、 五线

是指城市蓝线、城市黄线、城市紫线、城市橙线和基本生态控制线。

20、 城市蓝线

根据《深圳市蓝线规划》，城市蓝线是指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

21、 城市黄线

根据《深圳市黄线管理规定》，城市黄线是指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必须控制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设施、市政设施和公共安全

设施、轨道线、高压走廊等）用地的控制界线。

22、 城市橙线

根据《深圳市橙线管理规定（草案）》，城市橙线是指为了降低城市中重大危险设施（含现状的和规划新增的）的风险水平，对其周边区域的土地利用和

建设活动进行引导或限制的安全防护范围的界线。

23、 基本生态控制线

根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基本生态控制线是指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范围界限。

24、 实位控制

是指对规划中独立占地的地块，其地块的位置、容积率、设置要求作出强制性规定，原则上不予更改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件的图表中用实线划定。

若特殊情况必须更改的，必须经过相应调整、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批。

25、 虚位控制

以下两种情景应采用的控制方法：

（1）规划中对 “五线”进行了深化及局部微调的，在技术文件的图纸中用虚线划定。

（2）街坊内部道路控制线。

26、 点位控制

是指规划中在确保设施功能和规模的前提下，某些附建的配套设施结合相邻地块开发或与其它项目联合建设，不独立占地的规划控制方法。在法定文件的

图表中以图例标注。

注：配套设施所在地块或单元编号的填写应区分独立占地和非的独立占地两种形式；直接填写地块或单元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单元编号加（）

方式表示该设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序号 设施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处） 所在地块编号 备注

1 管理服务设施

派出所 1 （05-01-07）

社区管理用房 14

（01-01-04）、（01-02-02）、

（01-02-07）、（01-02-13）、

（01-04-01）、（02-02-03）、

（02-03-05）、（02-04-05）、

（02-05-11）、（03-04-02）、

（05-01-01）、（05-01-03）、

（05-01-04）、（06-02-01）

社区警务室 14

（01-01-04）、（01-02-03）、

（01-02-07）、（01-02-13）、

（02-02-03）、（02-03-05）、

（02-04-05）、（02-05-11）、

（03-04-02）、（04-07-03）、

（05-01-01）、（05-01-03）、

（05-01-04）、（06-02-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3

（01-01-04）、（01-02-02）、

（02-02-03）、（02-03-05）、

（02-04-05）、（02-05-11）、

（03-04-02）、（04-04-03）、

（04-08-01）、（05-01-01）、

（05-01-03）、（05-01-04）、

（06-02-01）

2 文化娱乐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 1 （06-03-04）

文化活动室 11

（01-05-02）、（02-01-07）、

（02-02-07）、（02-03-01）、

（02-04-06）、（02-05-11）、

（03-04-02）、（05-01-02）、

（05-01-03）、（05-01-04）、

（06-02-01）

3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9

（02-02-08）、（02-05-12）、

（03-02-02）、（03-04-02）、

（04-01-09）、（04-08-02）、

（06-02-03）、（06-04-07）、

（06-05-10）

4 教育设施

九年一贯制学校 2 04-03-01、05-01-06

小学 1 05-01-05

幼儿园 7

（03-02-02）、（03-04-02）、

（03-04-03）、（05-01-02）2

个、（05-01-03）、（06-02-

01）

国际学校 1 06-01-02

5 医疗卫生设施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2

（01-01-03）、（01-02-02）、

（01-04-02）、（02-02-03）、

（02-03-06）、（02-04-06）、

（02-05-11）、（04-02-06）、

（05-01-02）、（05-01-03）、

（05-01-04）、（06-05-02）

6 社会福利设施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3
（02-01-07）、（03-04-02）、

（06-02-01）

7 交通设施

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 14

（01-02-02）、（02-01-08）、

（02-05-08）、（03-04-02）、

（04-01-05）、（04-03-01）、

（04-07-01）、（04-08-03）、

（05-01-03）、（05-01-04）、

（06-01-07）、（06-03-02）、

（06-04-05）、（06-05-08）

加油站 1 （06-05-09）

公共停车场（处） 6

（01-01-01）、（01-01-03、04）、

（01-02）、（02-05-06、07、

08）、（04-08、09）、（05-

01-01）

8 电力设施 变电站 5

（01-02-01）、（01-03-01）、

（02-05-05）、（03-03-01）、

（06-04-03）

9 通信设施

通信机楼 1 （04-01-05）

汇聚机房 7

（01-01-01）、（01-04-01）、

（02-01-04）、（03-04-02）、

（04-02-03）、（04-08-01）、

（06-03-02）

附表

附表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件2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桂湾片区]开发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图表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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