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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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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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湾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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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前湾片区（含桂湾公园、滨海公园前湾段），范围面积约401公顷（其中前湾片区319公顷，桂湾公园与滨海公园前湾段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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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前湾片区成为功能复合、宜居宜业、充满活力的科技研发中心和文化创意集聚区。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商务、研发创新、科技及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功能，建设科技研发中

心和文化创意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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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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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

表1：前湾片区规划用地汇总表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前湾片区包含7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在开发单元内的开发建设必须满足本单元规划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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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高进入滨海公园、水廊道公

园及主要绿地广场的可达性，通过立体复合的步行通廊系统实现连山通海；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重大公共设施等的连接，鼓励TOD地

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地区地下空间一体化打造，实现地下空间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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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湾片区规划居住人口规模约4.7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9.5万人。

4.2 前湾片区规划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471万平方米，规划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50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22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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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片区内主要的行政办公设施有一巡法庭一处，位于09-01-04地块，法治大厦一处，位于09-03-06地块，其他行政办公设施5处，分别位于09-03-04、

09-06-03、09-06-05、09-06-11、09-06-12地块，行政办公用地总规模约5.0公顷；文化设施有国深博物馆，位于08-02-01地块；其它文化设施五处，分别位

于08-01-04、08-02-02、08-02-03、08-02-04、08-02-05地块，文化设施总用地规模约10.15公顷；医疗设施有国际医院一处，位于10-04-06地块，医疗设施

总用地规模约3.76公顷；教育设施有九年一贯制学校两处，分别位于10-03-03、11-01-01地块，国际学校两处，分别位于10-02-02、10-01-08与11-01-04地块，教育

设施用地总规模约13.5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7处，分别位于桂湾公园、07-03-03、08-02-06、09-05-10、10-04-08、11-06-01、12-01-04地块。同时应按服务范围内的昼夜最大人

口，结合学校、体育场馆、公园绿地、停车场、广场空地等场地配置室外紧急避难场所。设置消防站一处，位于09-05-09地块，用地规模约0.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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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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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3.86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0.98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29.20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7.5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1042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  气量约3939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427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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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规划片区内滨海公园（前湾段）、桂湾水廊道公园以及城区内部大尺度山海通廊共同构成前湾片区主要公共开放空间。利用景观廊道、道路绿化等带状绿地与

开放空间和水廊道相互渗透，并按宜人的步行尺度划分公园绿地、广场绿地、道路绿带，构筑多样性的绿地系统。

8.2 滨海公园（前湾段）和桂湾水廊道公园规划地上总建筑规模约20525平方米，包括5000平方米的商业指标和15525平方米的配套设施；规划地下总建筑规模约

21550平方米，包括2万平方米的地下车库和1550平方米的监控中心。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滨海公园（前湾段）和桂湾公园进行一体化设计，宜采用小体量建筑形

式、与公园整体景观效果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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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5街坊、07-06街坊、08-02街坊、08-03街坊、09-03街坊、09-04街坊、09-05街坊、10-01街坊、10-04街坊、11-02街坊、11-03街坊、11-07街坊和11-08街坊

，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现状有四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前湾站、梦海站、前湾公园站、怡海站。周边区域为地下空间开发的核心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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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题研究认为一般功能区确实可以调整为综合功能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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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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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9 6.37%

R2 二类居住用地 16.85 4.36%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7.74 2.00%

GIC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32.45 8.40%

GIC1 行政办公用地 5.00 1.29%

GIC2 文化设施用地 10.15 2.63%

GIC4 医疗卫生用地 3.76 0.97%

GIC5 教育设施用地 13.54 3.51%

C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9.87 7.73%

C1 商业用地 29.87 7.73%

M M0 新型产业用地 8.70 2.25%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122.65 31.75%

S2 城市道路用地 122.40 31.69%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0.25 0.06%

U

公用设施用地 48.48 12.55%

U1 供应设施用地 47.88 12.39%

U9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0.60 0.16%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113.39 29.35%

G1 公园绿地 99.05 25.64%

G1+GIC 公园绿地+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 0.43 0.11%

G1+U1 公园绿地+供应设施用地 9.41 2.44%

G4 广场用地 4.50 1.16%

- 白色用地 6.16 1.59%

小计 城市建设用地 386.29 100.00%

E
其他用地 14.75 -

E1 水域 14.75 -

合计 规划总用地 40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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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 1 沿江高速前海段 90 双向8车道

快速路 1 月亮湾大道前湾段 80 双向6车道主道与双向6车道辅道

主干路

1 临海大道前湾段 60 双向6车道

2 梦海大道前湾段 60 双向6车道

3 前湾一路 40-50 双向6车道

4 前湾四路 49.5 双向6车道

次干路

1 前湾二路 35 -

2 前湾三路 - -

3 听海大道 50

4 怡海大道 40 -

支路 16-18 双向或单向2车道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5号线、轨道9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21号线、轨道26号线、轨道27号线、轨道28号线、穗莞深城际、深惠城际、港深西部快轨以及一条预留轨

道线路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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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本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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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本单元规划地面不宜设固定停车位。规划预留公共停车场8 处，公共停车位374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10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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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前湾片区规划公共交通场站有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1处，分别位于07-03-01、08-01-01、08-03-03、09-01-05、09-02-07、09-06-10、10-02-04、

10-04-02、11-02-02、11-07-02、12-01-04地块，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前湾片区规划一处加油加气站位于开发单元九沿江高速东侧09-06-15地块，用地面积2502 平方米。

6.9 规划片区开发单元八内的金岸中街与前湾四路局部为道路下沉段，下沉段及周边道路红线为示意性表达，具体断面形式与宽度以最终施工方案为准。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展示前海新中心国际化、现代化滨海城区形象的重要窗口。城市空间形态控制应以进一步凸显前海湾区水城魅力为原则，以城区内能看到前海湾、大

小南山、水廊道公园作为基本参照，严格控制主要山海视线通廊，整体形成建成空间与背景山体起伏有序相互掩映，建筑与水体互动对话的空间意向。

7.2 规划片区以滨海地区和TOD地区为核心布局城市建筑景观界面，其中滨海地区是湾区城市客厅主要观光带，规划结合滨海公园布置重要公共建筑作为景观地标；

TOD地区是构成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综合考虑山海城视线关系点缀布置地标式高层建筑。 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有三处，分别位于9单元及10单元TOD核

心区（09-04-01和10-01-06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08-02-01地块）。

7.3 规划片区主要自然景观资源包含滨海公园、水廊道公园及月湾河公园，规划延续原单元规划蓝绿生态骨架，城区内部规划四横三纵大尺度生态网，进一步强化“

背景山体-城市公园-滨海岸线”之间的生态通道连接，规划6个社区公园、多条带状绿地和林荫街道，成为广泛连接山海城的中小尺度生态网，总体形成城绿共融的都

市生态系统。。

7.4 规划强调公共活力空间与蓝绿系统耦合布置。前湾片区内重点打造一条滨海文化活力界面、四条东西向连通水廊道的休闲活力界面、四条南北向通山达海的休闲

活力界面，整体形成五横四纵主要活力界面，串联各单元活力区域、连通城市与山水。沿街底层建筑宜以小型商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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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规划形成空间层次丰富，起伏韵律有序，整体舒展局部紧凑的城市天际线系统。结合航空限高要求、TOD站点以及山海视线关系由海湾向山体递进式布置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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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TOD地区集中高强度开发，通过地标设置，构建湾区的脊梁，建筑高度以200~280米为主；临

山区域适当降低建筑高度以小于150米为主，形成近海、中海、远海的功能梯度与空间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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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空间，并与各地块、重要人文自然景观节点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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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空中连廊：结合八、十单元城市设计强化山海步行连续性，加强主要公共空间两侧的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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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街设施方面，除本规划引导位置，鼓励在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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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新建地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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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片区自然景观资源地区主要为水廊道与滨海公园（前湾段），自然环境应予以重点保护。自然景观资源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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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内部的联系通道，强化中心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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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湾段）、山海通廊等，其中，08-01-01、07-05-02、07-06-02、07-03-03、07-04-06、09-03-07、09-03-08、

09-03-09、09-04-10、09-04-11、09-04-12、09-04-13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08-02-06、08-02-08、08-03-02、09-02-03地块为广场型的公共空间。

注：配套设施直接填写地块或单元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地块或单元编码加（）方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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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电厂供气；次高压管道自留仙洞门站向区内南油调压站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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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自迁建南油调压站出站，沿月亮湾大道、兴海大道敷设DN500天然气次高

压管道连通至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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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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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区供水水源为南山水厂与大冲水厂，充分利用本地水资源，从输配水系统、水质、供水管理体制及模式等多方面保障供水安全。

11.7 规划区采用220/20千伏的供电模式，规划电源主要由区内规划220千伏前湾1#站、前湾2#站、前湾3#站联合供应，变电站建设形式均为附建式，规划容量均

为4×75MVA，建筑面积均按6000平方米的上限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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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湾一路、听海大道的综合管廊敷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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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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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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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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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水排水设施

污水处理厂 1 -

(12-01-04)、

(12-02-01)、

(12-03-04)

(13-01-02)

南山污水厂改扩建（含再生水厂），

南山污水厂规划规模86万立方米/

日，最终规模以专项规划为准。

污水泵站 3 3 -

(12-01-04)、

(12-02-01)、

(12-03-04)

规划的3座泵站位于南山污水厂现状用

地内;

规划在12-01-04、12-02-01、12-03-

04地块内预留三处泵站用地。

2 电力设施
220kV变电站 3 3 -

（09-02-01）、

（10-04-02）、

（11-06-01）

前湾片区规划新增3座220千伏公用变

电站均为附建式，规划容量均为

4×75MVA。

地铁专用变电站 1 1 - （11-06-01） -

3 通信设施

通信机楼 1 1 - 09-06-12 -

汇聚机房 6 6 -

（07-04-01）、

（08-03-03）、

（10-01-04）、

（10-04-06）、

（11-02-02）、

（09-04-01）

附设式汇聚机房建筑面积均为250平方

米

4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1 - （09-06-09） -

邮政所 2 2 -
（11-05-01）、

(10-02-04)
-

5 燃气设施

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1 - 迁建 (11-08-06)

该站为迁建南油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功能为：次高压/中压调压、燃气

抢险、末端清管接收。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

应站
1 1 - (11-08-06)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与迁建南油天

然气区域调压站合建。

6 环卫设施

垃圾转运站 5 5 -

（08-01-01）、

（09-06-13）、

（10-04-09）、

（11-06-01）、

（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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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

（08-01-01）、

（09-06-21）、

（10-04-09）、

（11-06-01）、

（1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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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

（07-01-06）、

（08-01-01）、

（09-06-13）、

（10-04-09）、

（11-05-01）、

（11-06-01）、

（13-01-01）

公共厕所的设置密度应在满足《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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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

（07-01-06）、

（08-01-01）、

（09-06-13）、

（10-04-09）、

（11-06-01）、

（13-01-01）

环卫工人休息室不独立占地建设，应

优先与垃圾转运站、公共厕所等市

政公共设施合建。

关于前海片区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公开展示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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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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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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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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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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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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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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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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交通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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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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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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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廊道及管网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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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规划中涉及水质净化厂的地块按照两个阶段进行控制。在符合相关政策的前提下，并符合土地政策、相关法规和其他适用的政府规定，可提前按照第二

阶段规划进行实施及审批，视为符合单元规划；对于条件尚不成熟的用地，按照第一阶段规划进行实施及审批，亦视为符合单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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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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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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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驿站除包含首末站功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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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 建筑规模（㎡）

地上建筑各功能建筑面积建议值（m²）

办公 居住
商务公寓

（含宿舍）
商业 旅馆业 创新产业 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

七 432000 266605 0 102000 28515 30000 0 4940

八 460230 121400 0 25000 31000 40000 0 245080

九 1805700 1085120 170000 38280 148900 30000 0 333400

十 1110265 0 281650 75000 75000 0 475000 203615

十一 897410 131900 540000 0 83400 50000 0 92110

十二 — — — — — — — —

十三 — — — — — — — —

合计 4709724 1615025 991650 257280 340815 150000 484000 880945

12.2 本规划延续单元管控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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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 设施名称 数量（处） 所在地块编号

七

文化活动室 1 （07-04-02）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 （07-04-06）

公交驿站 1 （07-03-01）

公共停车场（处） 2 （07-05-01）、（07-03-03）

汇聚机房 1 （07-04-01）

公共厕所 1 （07-01-06）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07-01-06）

应急避难场所 1 （07-03-03）

八

社区管理用房 1 （08-03-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08-03-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 （08-03-03）

文化活动室 1 （08-03-03）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08-03-01）

公交驿站 2 （08-03-03）、（08-01-01）

公共停车场（处） 1 （08-02-06）

汇聚机房 1 （08-03-03）

冷站 1 （08-01-01）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8-01-01）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8-01-01）

公共厕所 1 （08-01-01）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08-01-01）

应急避难场所 1 （08-02-06）

九

派出所 1 （09-06-11）

街道办事处 1 （09-06-12）

社区管理用房 3 （09-02-10）、（09-05-04）、（09-06-01）

社区警务室 3 （09-02-10）、（09-05-04）、（09-06-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3 （09-02-10）、（09-05-04）、（09-06-01）

社区菜市场 1 （09-06-01）

文化活动中心 1 （09-02-02））

文化活动室 4
（09-01-01）、（09-03-03）、（09-05-03）、

（09-06-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4 09-02-06、09-04-05、09-06-13、09-06-06

幼儿园 1 09-06-01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 （09-02-09）、（09-05-04）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3 （09-02-09）、（09-05-04）、（09-06-01）

加油加气站 1 09-06-15

公交驿站 3 （09-01-05）、（09-02-07）、（09-06-10）

公共停车场（处） 3 （09-02-08）、（09-03-05）、（09-06-06）

变电站 1 （09-02-01）

汇聚机房 2 （09-04-04）

邮政支局 1 （09-06-09）

通信机楼 1 （09-06-09）

冷站 1 （09-06-09）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09-06-13）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09-06-13）

公共厕所 1 （09-06-13）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09-06-13）

消防站 1 09-05-09

应急避难场所 1 09-05-10

十

社区管理用房 1 （10-02-04）

社区警务室 2 （10-03-01）、（10-04-06）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10-02-04）

社区菜市场 1 （10-03-01）

文化活动室 2 （10-02-04）、（10-03-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3 10-01-05、10-03-01、10-04-09

国际学校 1 10-02-02,10-01-08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10-03-03

幼儿园 1 10-03-01

国际医院 1 10-04-06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10-03-0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10-03-01）

公交驿站 2 （10-02-04）、（10-04-02）

变电站 1 （10-04-02）

汇聚机房 2 （10-01-04）、（10-04-06）

邮政所 1 （10-02-04）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0-04-09）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10-04-09）

公共厕所 1 （10-04-09）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10-04-09）

应急避难场所 1 （10-04-09）

十一

社区管理用房 1 （11-05-01）

社区警务室 1 （11-05-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1 （11-05-01）

社区菜市场 1 （11-04-02）

文化活动中心 1 （11-03-01）

文化活动室 1 （11-04-02）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2 11-02-04、11-03-02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11-01-01

国际学校 1 11-01-04

幼儿园 2 11-03-01、11-05-01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1 （11-04-02）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 （11-04-02）

公交驿站 2 （11-02-02）、（11-07-02）

公共停车场（处） 1 （11-01-03）

汇聚机房 1 （11-02-02）

邮政所 1 （11-05-01）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1-06-01）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11-06-01）

公共厕所 2 11-03-02、11-06-01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11-06-01）

应急避难场所 1 （11-06-01）

变电站 1 （11-06-01）

抢险基地 1 11-08-06

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1 11-08-06

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 1 11-08-06

表5：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开发单元 设施名称 数量（处） 所在地块编号

十二

公交驿站 1 （12-01-04）

公共停车场 1 （12-01-04）

污水处理厂 1 12-01-04、12-02-01、12-03-04合建

污水泵站 3 12-01-04、12-02-01、12-03-04

应急避难场所 1 12-01-04

十三

小型垃圾转运站 1 （13-01-01）

再生资源回收站 1 （13-01-01）

公共厕所 1 （13-01-01）

污水处理厂 1 （13-01-01）

环卫工人休息室 1 （13-01-01）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表1：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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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三种情景应采用的控制方法：

（1）某些独立占地的地块，其地块的功能、规模及设置要求不得做出更改，但其边界、形状可做变动，或位置可在同一个单元内或地块内调整。在法定文

件的图表中用虚线划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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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建议性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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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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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11

社区管理用房 6

(08-03-01)、（09-02-10）、

（09-05-04）、（09-06-01）、

（10-02-04）、（11-05-01）

社区警务室 7

（08-03-01）、（09-02-10）、

（09-05-04）、（09-06-01）、

（10-03-01）、（10-04-06）、

（11-05-01）

便民服务站（社区服务中心） 6

（08-03-01）、（09-02-10）、

（09-05-04）、（09-06-01）、

（10-02-04）、（11-05-01）

社区菜市场 3
（09-06-01）、（10-03-01）、

（11-04-02）、

2 文化娱乐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 2 （09-02-02）、(11-03-01)

文化活动室 9

（07-04-02）、(08-03-03)、

(09-01-01)、（09-03-03）、

（09-05-03）、（09-06-01）、

（10-02-04）、（10-03-01）、

（11-04-02）

3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11

07-04-06、08-03-03、

09-02-06、09-04-05、

09-06-06、09-06-13、

10-01-05、10-03-01、

10-04-09、11-02-04、

11-03-02

4 教育设施

九年一贯制学校 2 10-03-03、11-01-01

幼儿园 4
09-06-01、10-03-01、

11-03-01、11-05-01

国际学校 2 10-02-02、10-01-08；11-01-04

5 社会福利设施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6

（08-03-01）、（09-02-09）、

（09-05-07）、（10-03-01）、

（11-02-02）、（11-04-02）

6 医疗卫生设施

国际医院 1 10-04-06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5

（08-03-01）、（09-02-09）、

（09-05-04）、（10-03-01）、

（11-04-02）

7 交通设施

公交驿站 11

（07-03-01）、（08-01-01）、

（08-03-03）、（09-01-05）、

（09-02-07）、（09-06-10）、

（10-02-04）、（10-04-02）、

（11-02-02）、（11-07-02）、

（12-01-04）

加油加气站 1 09-06-15

公共停车场（处） 8

（07-03-03）、（07-05-01）、

（08-02-06）（09-02-08）、

（09-03-05）、（09-06-06）、

（11-01-03）（12-01-04）

8 给水排水设施

污水处理厂 1
12-01-04、12-02-01、12-03-04

合建

污水泵站 3
（12-01-04）、(12-02-01)、

（12-03-04）

9 电力设施 变电站 3
(09-02-01)、(10-04-02)、

(11-06-01)

10 通信设施

通信机楼 1 09-06-09

汇聚机房 7

(07-04-01)、(08-03-03)、

(09-04-01)、(09-04-04)、

(10-01-04)、(10-04-06)、

（11-02-02）

11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09-06-09）

邮政所 2 (10-02-04)、(11-05-01)

11 环卫设施

小型垃圾转运站 5

（08-01-01）、（09-06-21）、

（10-04-09）、（11-06-01）、

（13-01-01）

再生资源回收站 5

（08-01-01）、（09-06-21）、

（10-04-09）、（11-06-01）、

（13-01-01）

公共厕所 7

（07-01-06）、（08-01-01）、

（09-06-13）、10-04-09、

11-05-01、11-06-01、

13-01-01

环卫工人休息室 6

（07-01-06）、（08-01-01）、

（09-06-13）、（10-04-09）、

（11-06-01）、（13-01-01）

12 防灾减灾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 7

桂湾公园、07-03-03、

08-02-06、09-05-10、

10-04-08、11-06-01、12-04-04

13 区域供冷设施 冷站 2 （08-01-01）、（09-06-09）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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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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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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