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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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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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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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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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妈湾片区（含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范围面积约726.5公顷（其中妈湾片区659.5公顷，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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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标志性门户区域，形成以人为本、宜居宜业、港城融合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跨境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管理、创新金融及其它专业服务业等，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

应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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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绿地与广场用地（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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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第二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二

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2）。

表1：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表2：妈湾片区（第二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妈湾片区包含8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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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强制性内容，其具体用地及开发强度等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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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廊道公园的可达性；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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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22.3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97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85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3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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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位于滨海片区，14-01-04、14-01-07、14-03-02、14-03-03、17-04-03、17-05-02、18-07-01、18-07-02、18-07-03地

块，文化设施总用地规模约12.1公顷；教育设施有九年一贯制学校四处，位于18-05-01、18-11-04、19-05-04、20-02-11地块，教育设施（不含幼儿园）总

用地规模12.0公顷；医疗设施有综合医院（1000床）一处，位于18-11-08 地块，医疗设施总用地规模约5.0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15处，分别位于14-03-01、15-01-07、15-04-10、16-02-08、16-06-10、17-02-02、18-01-05、18-05-01、18-11-04、

19-02-01、19-05-04、19-08-01、20-03-03、20-05-04、20-02-11地块，结合丝路长廊、中心公园以及部分学校设置；设置消防站一处，位于15-04-02地块

，用地面积4000㎡。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内交通设施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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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表3：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5 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15号线、轨道21号线、轨道26号线、轨道27号线、轨道28号线、一条预留轨道线及深惠城际线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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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在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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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10处，公共停车位305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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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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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7 处，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规划片区保留位于月亮湾北侧的现状加油加气站（19-04-08地块），用地面积约3362平方米。规划加油加气站1处（18-07-11地块），用地面积约2509

平方米。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前海最重要的门户区域，本片区应进一步强化城区与滨海的轴线关系（旭日大道、通海绿廊等），对轴线两侧的塔楼秩序进行形态引导，形

成从TOD核心区向前海湾和水廊道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秩序，展现本规划片区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形象。

7.2 规划片区内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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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位于16单元超级街区及15、19单元TOD核心区（16-06-05、16-09-16、15-04-08、18-08-03、18-09-01

、19-01-01、19-03-06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14-03-02、14-03-03地块）。

7.3 规划片区内重要的通海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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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片区建筑高度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结合妈湾片区5个TOD航空限高提升区，打造富于变化的海湾天际线，形成多层次、立体的天际线结构。滨海第

一层建筑界面为近海建筑天际线，通过山海视线分析，建筑高度以小于60米为主，不宜超过80米；第二层为高层建筑天际线，通过地标设置，构建湾区的脊

梁，在重要的节点观测高度不宜超过背景山体的70%；第三层为大小南山为主体的绿色背景天际线，适当降低建筑高度。最终形成近海、中海、远海的功能

梯度与空间层次。

7.5 通海绿廊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同时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统一。鼓励形成丰富、多元的城市街道景观，对建筑造型、材料及

色彩、建筑附着物的楼宇招牌、广告、灯光夜景方案应进行整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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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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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步行系统：加强月亮湾大道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间的紧密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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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街设施方面，要求除本规划规划确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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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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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前湾公园、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其中，14-03-04、16-02-03、

16-02-08、16-02-15、16-03-03、16-03-09、16-03-15、16-06-07、16-06-10、16-06-15、16-09-04、16-09-3、16-09-20 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

，17-01-01、17-01-02地块为广场型的公共空间。

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规划片区内开发单元十四与开发单元十七共同构成妈湾片区“L型”滨海公园，利用景观廊道、道路绿化等带状绿地与“L型”滨海公园和水廊道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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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的地上建筑规模是40000平方米，包括8000平方米的商业指标和32000平方米的配套设施，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滨海公

园（妈湾段）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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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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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16-03、16-06、16-09、18-08、18-09、19-01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两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妈湾站、铁路公园站，在开发单元十六、十八、二十有规划轨道站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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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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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8.28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2.1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62.58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17.7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2306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为8714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945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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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的居住区级以下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

划中落实。

表4 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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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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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压管道：规划自迁建南油调压站出站，沿月亮湾大道、兴海大道敷设一根天然气次高压管道连通至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设计压力1.6兆帕，管

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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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游天然气长输管道：片区内现状有一根大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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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千伏妈湾1#站、妈湾2#站、妈湾3#站、妈湾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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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内10千伏永久负荷分布，规划预留3座20千伏/10千伏变电所，各需建筑面积约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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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一路、妈湾二路、妈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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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开发单元管控

12.1 妈湾片区的开发单元十八和二十的功能布局受保税港区海关监管方式的影响，规划采取两阶段功能布局安排：第一阶段为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围网范

围内用地安排物流仓储功能；第二阶段为非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在满足相关政策规范要求下，上述范围内用地调整为商业用途为主的混合用地功能。保税港

区涉及四个开发单元，分别是第十七（部分）、十八、二十（部分）、二十一开发单元。现阶段保税港区规划总用地为290.57公顷，以物流仓储用地为主，

配以少量服务于保税港区的行政管理机构用地。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00.98万平方米，包含新增建筑面积108.55万平方米，其中，新增仓储物流建筑面积

69.17万平方米，商业（服务于保税港区的产业配套）37.48万平方米。

12.2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妈湾片区两个阶段的各开发单元的建筑规模详见“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表5）和“开发单元建

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表6）。

表5：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

表6：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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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7：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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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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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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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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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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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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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中涉及保税区、水质净化厂的地块按照两个阶段进行控制。在符合保税区相关政策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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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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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附表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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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前海片区单元规划修编（草案）公开展示的通告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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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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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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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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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妈湾片区（含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范围面积约726.5公顷（其中妈湾片区659.5公顷，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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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标志性门户区域，形成以人为本、宜居宜业、港城融合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跨境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管理、创新金融及其它专业服务业等，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

应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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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绿地与广场用地（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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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第二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二

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2）。

表1：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表2：妈湾片区（第二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妈湾片区包含8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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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强制性内容，其具体用地及开发强度等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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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廊道公园的可达性；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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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22.3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97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85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3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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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位于滨海片区，14-01-04、14-01-07、14-03-02、14-03-03、17-04-03、17-05-02、18-07-01、18-07-02、18-07-03地

块，文化设施总用地规模约12.1公顷；教育设施有九年一贯制学校四处，位于18-05-01、18-11-04、19-05-04、20-02-11地块，教育设施（不含幼儿园）总

用地规模12.0公顷；医疗设施有综合医院（1000床）一处，位于18-11-08 地块，医疗设施总用地规模约5.0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15处，分别位于14-03-01、15-01-07、15-04-10、16-02-08、16-06-10、17-02-02、18-01-05、18-05-01、18-11-04、

19-02-01、19-05-04、19-08-01、20-03-03、20-05-04、20-02-11地块，结合丝路长廊、中心公园以及部分学校设置；设置消防站一处，位于15-04-02地块

，用地面积4000㎡。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内交通设施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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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表3：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5 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15号线、轨道21号线、轨道26号线、轨道27号线、轨道28号线、一条预留轨道线及深惠城际线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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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在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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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10处，公共停车位305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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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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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7 处，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规划片区保留位于月亮湾北侧的现状加油加气站（19-04-08地块），用地面积约3362平方米。规划加油加气站1处（18-07-11地块），用地面积约2509

平方米。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前海最重要的门户区域，本片区应进一步强化城区与滨海的轴线关系（旭日大道、通海绿廊等），对轴线两侧的塔楼秩序进行形态引导，形

成从TOD核心区向前海湾和水廊道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秩序，展现本规划片区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形象。

7.2 规划片区内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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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位于16单元超级街区及15、19单元TOD核心区（16-06-05、16-09-16、15-04-08、18-08-03、18-09-01

、19-01-01、19-03-06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14-03-02、14-03-03地块）。

7.3 规划片区内重要的通海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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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片区建筑高度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结合妈湾片区5个TOD航空限高提升区，打造富于变化的海湾天际线，形成多层次、立体的天际线结构。滨海第

一层建筑界面为近海建筑天际线，通过山海视线分析，建筑高度以小于60米为主，不宜超过80米；第二层为高层建筑天际线，通过地标设置，构建湾区的脊

梁，在重要的节点观测高度不宜超过背景山体的70%；第三层为大小南山为主体的绿色背景天际线，适当降低建筑高度。最终形成近海、中海、远海的功能

梯度与空间层次。

7.5 通海绿廊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同时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统一。鼓励形成丰富、多元的城市街道景观，对建筑造型、材料及

色彩、建筑附着物的楼宇招牌、广告、灯光夜景方案应进行整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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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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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步行系统：加强月亮湾大道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间的紧密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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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街设施方面，要求除本规划规划确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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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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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前湾公园、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其中，14-03-04、16-02-03、

16-02-08、16-02-15、16-03-03、16-03-09、16-03-15、16-06-07、16-06-10、16-06-15、16-09-04、16-09-3、16-09-20 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

，17-01-01、17-01-02地块为广场型的公共空间。

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规划片区内开发单元十四与开发单元十七共同构成妈湾片区“L型”滨海公园，利用景观廊道、道路绿化等带状绿地与“L型”滨海公园和水廊道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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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的地上建筑规模是40000平方米，包括8000平方米的商业指标和32000平方米的配套设施，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滨海公

园（妈湾段）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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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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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16-03、16-06、16-09、18-08、18-09、19-01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两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妈湾站、铁路公园站，在开发单元十六、十八、二十有规划轨道站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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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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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8.28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2.1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62.58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17.7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2306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为8714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945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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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的居住区级以下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

划中落实。

表4 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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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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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压管道：规划自迁建南油调压站出站，沿月亮湾大道、兴海大道敷设一根天然气次高压管道连通至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设计压力1.6兆帕，管

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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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游天然气长输管道：片区内现状有一根大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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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千伏妈湾1#站、妈湾2#站、妈湾3#站、妈湾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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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内10千伏永久负荷分布，规划预留3座20千伏/10千伏变电所，各需建筑面积约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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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一路、妈湾二路、妈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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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开发单元管控

12.1 妈湾片区的开发单元十八和二十的功能布局受保税港区海关监管方式的影响，规划采取两阶段功能布局安排：第一阶段为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围网范

围内用地安排物流仓储功能；第二阶段为非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在满足相关政策规范要求下，上述范围内用地调整为商业用途为主的混合用地功能。保税港

区涉及四个开发单元，分别是第十七（部分）、十八、二十（部分）、二十一开发单元。现阶段保税港区规划总用地为290.57公顷，以物流仓储用地为主，

配以少量服务于保税港区的行政管理机构用地。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00.98万平方米，包含新增建筑面积108.55万平方米，其中，新增仓储物流建筑面积

69.17万平方米，商业（服务于保税港区的产业配套）37.48万平方米。

12.2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妈湾片区两个阶段的各开发单元的建筑规模详见“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表5）和“开发单元建

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表6）。

表5：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

表6：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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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7：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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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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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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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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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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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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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中涉及保税区、水质净化厂的地块按照两个阶段进行控制。在符合保税区相关政策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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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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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附表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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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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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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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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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片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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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妈湾片区（含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范围面积约726.5公顷（其中妈湾片区659.5公顷，前湾公园、滨海公园妈湾段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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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标志性门户区域，形成以人为本、宜居宜业、港城融合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

2.2 本规划片区的功能定位是：重点发展跨境贸易、服务贸易、供应链管理、创新金融及其它专业服务业等，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际商贸中心和全球供

应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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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M）、物流仓储用地（W）、绿地与广场用地（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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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1）；第二阶段规划各类用地规模及比例详见“妈湾片区（第二

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表2）。

表1：妈湾片区（第一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表2：妈湾片区（第二阶段）规划用地汇总表

3.3 根据已有开发单元规划，妈湾片区包含8个开发单元（开发单元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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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强制性内容，其具体用地及开发强度等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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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廊道公园的可达性；在地下空间利用上，应加强与周边轨道站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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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万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22.3万人。

4.2 规划片区内地上建设规模总量约97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建设规模总量约185万平方米，其中地下商业面积约3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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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位于滨海片区，14-01-04、14-01-07、14-03-02、14-03-03、17-04-03、17-05-02、18-07-01、18-07-02、18-07-03地

块，文化设施总用地规模约12.1公顷；教育设施有九年一贯制学校四处，位于18-05-01、18-11-04、19-05-04、20-02-11地块，教育设施（不含幼儿园）总

用地规模12.0公顷；医疗设施有综合医院（1000床）一处，位于18-11-08 地块，医疗设施总用地规模约5.0公顷。

5.3 本规划共设置应急避难场所15处，分别位于14-03-01、15-01-07、15-04-10、16-02-08、16-06-10、17-02-02、18-01-05、18-05-01、18-11-04、

19-02-01、19-05-04、19-08-01、20-03-03、20-05-04、20-02-11地块，结合丝路长廊、中心公园以及部分学校设置；设置消防站一处，位于15-04-02地块

，用地面积4000㎡。

6 道路交通

6.1 规划内交通设施的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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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表内容可视规划片区实际情况增减。

表3：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6.3 本规划现状有轨道5 号线经过。规划有轨道15号线、轨道21号线、轨道26号线、轨道27号线、轨道28号线、一条预留轨道线及深惠城际线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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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置在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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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地下公共停车场10处，公共停车位3050个，且均为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其中，已批已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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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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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划片区内公交驿站（含公交首末站）17 处，均为非独立占地。

6.8 规划片区保留位于月亮湾北侧的现状加油加气站（19-04-08地块），用地面积约3362平方米。规划加油加气站1处（18-07-11地块），用地面积约2509

平方米。

7 城市设计

7.1 规划片区是前海最重要的门户区域，本片区应进一步强化城区与滨海的轴线关系（旭日大道、通海绿廊等），对轴线两侧的塔楼秩序进行形态引导，形

成从TOD核心区向前海湾和水廊道逐级降低的空间形态秩序，展现本规划片区国际商贸中心的城市形象。

7.2 规划片区内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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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片区内标志性建筑位于16单元超级街区及15、19单元TOD核心区（16-06-05、16-09-16、15-04-08、18-08-03、18-09-01

、19-01-01、19-03-06地块）和环湾滨海地区（14-03-02、14-03-03地块）。

7.3 规划片区内重要的通海绿廊和骨干道路的沿街建筑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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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片区建筑高度应符合航空限高要求，结合妈湾片区5个TOD航空限高提升区，打造富于变化的海湾天际线，形成多层次、立体的天际线结构。滨海第

一层建筑界面为近海建筑天际线，通过山海视线分析，建筑高度以小于60米为主，不宜超过80米；第二层为高层建筑天际线，通过地标设置，构建湾区的脊

梁，在重要的节点观测高度不宜超过背景山体的70%；第三层为大小南山为主体的绿色背景天际线，适当降低建筑高度。最终形成近海、中海、远海的功能

梯度与空间层次。

7.5 通海绿廊沿线建筑宜采用简洁明快的建筑形式，同时注重沿线整体建筑界面的协调与统一。鼓励形成丰富、多元的城市街道景观，对建筑造型、材料及

色彩、建筑附着物的楼宇招牌、广告、灯光夜景方案应进行整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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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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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步行系统：加强月亮湾大道两侧的空间联系，强化城区与城区之间的紧密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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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街设施方面，要求除本规划规划确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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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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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前湾公园、两条通海绿廊、丝路长廊、旭日大道及中心公园，其中，14-03-04、16-02-03、

16-02-08、16-02-15、16-03-03、16-03-09、16-03-15、16-06-07、16-06-10、16-06-15、16-09-04、16-09-3、16-09-20 等地块为公共绿地型的公共空间

，17-01-01、17-01-02地块为广场型的公共空间。

8 滨海公园与水廊道规划

8.1 规划片区内开发单元十四与开发单元十七共同构成妈湾片区“L型”滨海公园，利用景观廊道、道路绿化等带状绿地与“L型”滨海公园和水廊道相互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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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段）和前湾公园的地上建筑规模是40000平方米，包括8000平方米的商业指标和32000平方米的配套设施，其地上建筑安排应结合滨海公

园（妈湾段）和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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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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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16-03、16-06、16-09、18-08、18-09、19-01街坊，其余区域为一般开发区域。

9.2 规划片区内现有两个轨道站点，分别是妈湾站、铁路公园站，在开发单元十六、十八、二十有规划轨道站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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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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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万立方米。

（2）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为8.28万立方米。

（3）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为2.1万立方米/日。

（4）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为62.58万千瓦。

（5）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为17.7万线。

（6）规划区内预测天然气年用气量约2306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为8714标准立方米；预测液化石油气年总用气量为945吨。

（7）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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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单元控制区内未涉及的居住区级以下市政设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

划中落实。

表4 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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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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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高压管道：规划自迁建南油调压站出站，沿月亮湾大道、兴海大道敷设一根天然气次高压管道连通至规划蛇口区域调压站，，设计压力1.6兆帕，管

径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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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上游天然气长输管道：片区内现状有一根大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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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千伏妈湾1#站、妈湾2#站、妈湾3#站、妈湾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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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区内10千伏永久负荷分布，规划预留3座20千伏/10千伏变电所，各需建筑面积约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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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湾一路、妈湾二路、妈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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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开发单元管控

12.1 妈湾片区的开发单元十八和二十的功能布局受保税港区海关监管方式的影响，规划采取两阶段功能布局安排：第一阶段为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围网范

围内用地安排物流仓储功能；第二阶段为非物理围网监管阶段，在满足相关政策规范要求下，上述范围内用地调整为商业用途为主的混合用地功能。保税港

区涉及四个开发单元，分别是第十七（部分）、十八、二十（部分）、二十一开发单元。现阶段保税港区规划总用地为290.57公顷，以物流仓储用地为主，

配以少量服务于保税港区的行政管理机构用地。规划总建筑面积为200.98万平方米，包含新增建筑面积108.55万平方米，其中，新增仓储物流建筑面积

69.17万平方米，商业（服务于保税港区的产业配套）37.48万平方米。

12.2 本规划延续开发单元管控的方式，妈湾片区两个阶段的各开发单元的建筑规模详见“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表5）和“开发单元建

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表6）。

表5：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一阶段）

表6：开发单元建筑指标一览表（第二阶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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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7：开发单元配套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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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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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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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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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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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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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中涉及保税区、水质净化厂的地块按照两个阶段进行控制。在符合保税区相关政策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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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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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附表1  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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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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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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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单元规划（修编）公众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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