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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修改论证

1.1. 规划背景及修改原因

1.1.1 原控规规划及编制情况

《高要区江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以下称为“原控规）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经肇庆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有利于江滨新城产业招商落地和打造

“产城融合”生态新城的发展要求，有效促进江滨新城的城市发展。

1.1.2.落实高要区人民医院新院选址项目，提升高要区医疗设施配套水平

近年来，随着高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和医疗设施配套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高要区现状医疗设施分布不均

和超负荷运行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2022 年 3 月 16 日，肇庆市调研组、高要区人民政府及高要区相关部门召开

了高要区人民医院新院选址座谈会，会议通过比对三个初步选址位置以及会议讨

论等环节，最终推荐选址三（位于江滨新城内）作为高要区人民医院选址的推荐

方案。

1.1.3 启动本次图则修改工作，助力江滨新城经济社会发展

为推动高要区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的落地实施，提升医疗设施配套水平，同时

进一步优化规划区公共服务（小学选址）规划布局，特启动本次图则修改，以促

进片区合理有序发展，助力江滨新城经济社会发展。

1.2. 区位分析

规划区位于江滨新城产城融合片区中部、高要大道东侧，属于江滨新城 JB-C、

JB-D管理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区距离广昆高速公路莲塘出入口不足1公里，区位优势明显。

1.3. 原控规实施情况

原控规批复实施以来，对规划区道路建设起到较好的指导意义。目前文峰大

道正在进行硬底化设，其余规划道路正在进行路面平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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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况

2.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东侧以南莲东路为界，南侧以产业大道为界，西侧以创业一路为界，

北侧以南金大道为界。规划总用地面积约77.38 公顷，约 1160.7 亩。

2.2. 规划依据

2.2.1. 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版）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4.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2.2.2. 地方法律法规、技术规范与相关规划

1.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

2.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3. 《肇庆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4. 《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在编）

5. 《高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2-2020）》

6. 《高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7. 《高要区江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8. 其他相关规划以及有关政府文件和工作报告

2.3. 现状概况

规划区内大部分区域为未建区，现状用地以农林用地为主。目前文峰大道正

在进行硬底化建设，其余规划道路正在进行路面平整工程。

2.4. 相关规划分析

2.4.1. 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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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编的《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有关要求，区内

用地性质包括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工业用地、道路与交通

设施用地和公共绿地。本规划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没有占永久基本农田，不在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2.4.2. 高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方案）

规划区内土地利用性质为城镇建设用地区、一般农地区和林业用地区，无永

久基本农田。

2.4.3. 《高要区江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原控规）

根据原控规，高要区江滨新城功能定位为““蓝绿交织、山水交融的生态翡

翠新城”，规划人口规模为 12.5 万人，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122.59 公顷，其中

城市建设用地 897.86 公顷，占规划总用地的 79.98%。

规划区形成“一带三轴、两心三片”。

一带三轴：新兴江生态景观带、高要大道空间发展轴、创业二路公共活动轴、

文峰大道公共活动轴；

两心：江湾主中心、产城副中心；

三片：生态湖岛片、魅力江湾片、产城融合片。

本次控规修改范围位于产城融合区的中部，区内道路等级包括纵向的城市主

干路（高要大道、文峰大道）、城市次干路和支路。规划应按照“产城融合”理

念塑造城市公共中心，强化江湾主中心，并在江滨新城东片区形成产城中心（东

部副中心），增加文峰大道公共活动轴。

本次规划修改范围内的用地性质包括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医疗卫生用

地、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用地等。原控规将综合医院布局在创业三路与南莲北

路交叉口东北侧，并于文峰大道与创业一路交叉口东北侧布局一处小学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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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规划调整内容

规划结合高要区人民医院新院选址和城市发展建设需求，根据最新规范标

准，优化区内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并完善有关配套设施，保障规划区科学有序

发展。

3.1. 用地布局与道路系统

在确保规划区内水域和绿地面积不低于原控规控制要求的基础上，结合项目

建设需求，落实肇庆市中心人民医院新院选址，并进一步优化区内公共设施、基

础设施等用地布局。规划区由 JB-C（包括 JB-C2 和 JB-C4）、JB-D2-01、JB-D8

三个部分组成。其中 JB-C 地块用地性质包括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医疗卫

生用地、绿地和道路用地；JB-D2-01 地块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和道路用地；JB-D8

地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和道路用地。规划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1、医院位置调整：落实高要区人民医院新院选址（位于文峰大道与创业一

路东北侧），将原控规综合医院用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

2、小学位置调整：将规划小学选址调整至南金大道与创业二路西南侧。

3、工业用地面积调整：优化用地布局，扩大工业用地面积。

4、道路交通调整：新增纵向市政道路，优化医院周边的道路交通组织。

3.2. 公共服务与公用设施

相对原控规，调整方案居住用地减少约 2公顷，居住人口减少约 0.14 万人

因此本次图则修改范围无需新增公共服务设施。结合有关规范和片区发展要求，

规划对区内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布局优化，以增强区内配套设施配建水平。规划共

设置 1处医院、1处小学、2处幼儿园、1处社区居委会、2处社区服务站、1处

社区卫生站、1处托老所、1处健身设施、2处垃圾收集站、2处公共厕所。

规划区内配套设施布局调整内容如下：

1、考虑到原控规 JB-C2 配套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医院新址距离过近，规划

将其调整至其东侧的居住用地（JB-D2-01）内。

2、结合规范要求，于东侧 JB-D2-01 居住用地内新增一处公厕和一处垃圾收

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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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原控规托老所和居民健身设施调整至南侧居住用地（JB-C4），并结合

规范要求，于南侧 JB-C4 居住用地内新增一处社区服务站。

3.3. 控制指标

结合项目发展需求和有关规范要求，本次图则修改的控制指标调整如下：

1、居住用地：容积率 2.5，建筑密度 30%，绿地率 35%；建筑限高与原控规

要求一致：南莲北路南侧的居住用地建筑限高 80m，其余居住用地建筑限高为

100m；停车位配建标准与原控规一致，其中机动车位为 1个车位/100 ㎡建筑面

积，非机动车位为 0.8 个车位/100 ㎡建筑面积。

2、医疗卫生用地：容积率 2.0（原控规 1.5），建筑密度 35%，绿地率 40%，

建筑限高 80m（原控规 60m），停车位配建标准与原控规一致，机动车位为 1.2

个车位/100 ㎡建筑面积，非机动车位为 1.5-3.0 车位/100 ㎡建筑面积。

3、中小学用地：容积率 2.0（原控规 1.5），建筑密度 30%，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40m（原控规 24m），停车位配建标准与原控规一致，机动车位为 2个

车位/100 师生，非机动车位为 20 个车位/100 师生。

4、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2.0（原控规 1.8），建筑密度 35%-60%，绿地

率 15%-20%，建筑高度（100m）与原控规一致，规划停车位配建标准参照《肇庆

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有关要求，机动车位为 0.2-0.6 个车位/1000 ㎡建筑

面积，非机动车位为 2个车位/1000 ㎡建筑面积。

3.4. 装配式建筑控制要求

结合《广东省装配式建筑发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指引（试行）》和《肇庆市

装配式建筑 2018-2025 年发展规划》等有关要求，规划到 2025 年，装配式建筑

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 35%，其中政府投资工程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比达到 70%

以上。



《高要区江滨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JB-C、JB-D 管理单元局部地块图则调整》

6

4. 调整可行性分析

4.1. 道路交通

规划方案于医院地块东侧新增一条 18m 的城市支路，其余道路结构不变，能

有效增强医院与周边地块交通联系。

规划通过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以满足医院远期发展需求。

4.2. 二类居住用地

规划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334080平方米，比原控规（355369m2）减少21289m2；

居住建筑面积为 835208m2，比原控规（888424m2）减少 55216m2。

参照原控规,按人均居住建筑面积 35 平方米的标准核算，调整后区内居住人

口为：55216/35=1520 人。

规划调整后，区内二类居住用地面积和居住人口减少，同时扩大了医院用地

和小学用地面积，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片区的环境品质和配套水平。

4.3. 医院用地

根据《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21），800-1199 床的建设用地标

准为 111m2/床。本次调整方案的医院用地面积为 113333m2，约为 170 亩，可配建

1024 个床位。根据《肇庆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 修订版），500 床

位的综合医院服务人口为 10-20 万人，本次调整方案规划医院配建床位为 1024

个，服务人口为 20-40 万人。相对原控规，调整方案的规划医院用地面积增大

15741m2，床位增加 142 个，道路交通组织更加便利，基本满足高要城区（南岸、

金渡、江滨新城）未来的医疗服务需求。

规划综合医院用地调整位置后，用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提升片区医疗

设施配套水平，能够为高要区及周边城乡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更好地保障

人民的健康。规划于医院用地东侧新增一条规划道路，有利于提升医院用地的对

外交通组织，更好地减少医院地块的邻避效应。

规划医院建筑应科学布局，合理分区。综合医院中的传染病区与院内其他建

筑或院外周边建筑应设置大于或等于 20m 绿化隔离卫生间距。医院地块的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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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太平间、传染病医院等建筑的布局应满足应远离小学用地。

4.4. 教育科研用地

根据原控规，江滨新城片区共规划有 5所小学，小学服务半径为 500m，小

学服务半径覆盖范围如下图所示。

本次规划调整后，区内居住用地和居住人口减少，因此无需新增中小学和幼

儿园等教育设施用地。

根据调整方案，本次规划范围内共设置 1处小学和 2处幼儿园，其中幼儿园

控制要求与原控规一致。由于规划高要人民医院新院选址地块占用原控规中部的

规划小学位置，小学位置需结合小学服务半径要求（500m）及周边用地权属情况

重新选址。本次调整方案将小学位置调整至南金大道与创业二路西南侧，容积率

由 1.5 提高至 2.0，其余控制指标与原控规一致。

相比原控规，小学用地新址地块的服务半径覆盖范围能够更好覆盖南金大道

北侧居住用地，同时该地块与周边居住区域距离适中、远离医院地块、且权属清

晰（未出让，未划拨），有利于促进小学用地的落地实施，能够更好地满足该区

域小学的上学需求。

4.5. 一类工业用地

规划一类工业用地面积由原控规 159049m2调整为 164498m2，增加 5449m2，

规划容积率由原控制不小于 1.8 调整不小于 2.0。规划调整后，产业用地发展更

加节约集约，更有利于促进江滨新城产城融合片区的发展。

4.6. 绿地

规划调整后，区内规划绿地面积相对于原控规减少了 4278m2，建议今后通过

调整江滨新城其他区域用地布局，以实现区内绿地总量平衡。

4.7. 建筑高度

根据原控规，位于本规划区南侧的气象站为高要国家基本气象站。根据《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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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探测环境保护规范--地面气象观测站》和《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有关规定，国家基准气象站和国家基本气象站控制区内的障碍物高度距离比应小

于 1/10；国家一般气象站控制区内的障碍物高度距离比应小于 1/8。

根据原控规高要气象局关于高要气象站周边地块建筑限高的回复意见，高要

气象站所在的JB-C9-1地块的建筑限高为55m，本规划区范围内JB-C4-2 地块（高

要人民医院新院选址地块）和 JB-D3-4 地块（工业用地）的建筑限高分别为 100m

和 80m。

本次图则调整结合项目发展需求及原控规气象局关于高要国家气象站周边

地块控制要求，合理设置建筑高度，规划建筑限高符合原控规关于气象局周边地

块的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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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一：原控规管理图则

附表二：修改后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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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

质
性质名称

土地使用

兼容性质

用地面

积（㎡）

地面以上总

建筑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

建筑限高

（m）

机动车位

（个）

非机动车

位 （个）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备注
项目 建筑面积（㎡） 项目

建筑面

积

JB-C2-1 G1 公园绿地 -- 4931 -- -- -- -- -- -- -- -- -- -- -- --

JB-C2-2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54555 136388 ≤2.5 ≤30 ≥35 100 1364 1091 -- -- -- --

已出让地

块

JB-C2-3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115353 288383 ≤2.5 ≤30 ≥35 100 2884 2307

幼儿园 ≥2400 （12 班）
垃圾收

集站

一层：

100 两

层：250

--

社区服务站 ≥600

社区卫生站 ≥150

社区居委会 ≥300

公共厕

所
>60健身设施

≥1500（用地面

积）

托老所 100-120

JB-C4-1 A33 中小学用地 G 36472 54708 ≤1.5 ≤30 ≥35 24 49 486 小学 54 班，54708 -- -- --

JB-C4-2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12422 31055 ≤2.5 ≤30 ≥35 80 311 248 幼儿园 ≥2400 （12 班） -- -- --

JB-C4-3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69616 174040 ≤2.5 ≤30 ≥35 80 1740 1392 -- -- -- --

已出让地

块

JB-C4-4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103423 258558 ≤2.5 ≤30 ≥35 80 2586 2068 -- -- -- --

JB-C4-5 G1 公园绿地 -- 4151 -- -- -- -- -- -- -- -- -- -- -- --

JB-D2-1 A5 医院用地 G 97592 146388 ≤1.5 ≤35 ≥40 60 1757
2928- 58

56

三甲综合医

院
146388 -- -- --

JB-D8-1 M1
一类工业用

地

A1、B1-B3、W1、S、U、

G
159049 ≥286288 ≥1.8 35-60 15-20 100 ≥1717 ≥5725 -- -- -- -- --

JB-D8-3 G2 防护绿地 -- 4278 -- -- -- -- -- -- -- -- -- -- ― --

附表 1：原控规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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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码
用地性

质
性质名称

土地使用

兼容性质

用地面

积（㎡）

地面以上总

建筑面积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上限）

机动车位

（个）

非机动车

位（个）

公共服务设施 市政公用设施

备注
项目 建筑面积（㎡） 项目 建筑面积

JB-C2-1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133421 333553 ≤2.5 ≤30 ≥35 100 625 3336

幼儿园 ≥2400（12 班）垃圾收集

站

一层：100

两层：250 --社区服务站 ≥600

社区居委会 ≥300 公共厕所 >60

JB-C2-4 A33 中小学用地 G 36476 72951 ≤2.0 ≤30 ≥35 40 51 512 小学 54 班，55050 -- -- --

JB-C2-3 G1 公园绿地 -- 4931 -- -- -- -- -- -- -- -- -- -- -- --

JB-C4-1 A5 医院用地 G 113333 226666 ≤2.0 ≤35 ≥40 80 2720 3400-6800
三甲综合医

院
226666 -- -- --

JB-C4-2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103294 258235 ≤2.5 ≤30 ≥35 80 2582 2066

幼儿园 ≥2400（12 班）

-- --
已出让

地块

社区服务站 ≥600

健身设施
≥1500（用地面

积）

托老所 100—120

JB-C4-3 G1 公园绿地 -- 4151 -- -- -- -- -- -- -- -- -- -- -- --

JB-D2-1 R2
二类居住用

地
A2/A33/A4/A6/ B11 97592 243980 ≤2.5 ≤30 ≥35 100 2440 1952 社区卫生站 ≥150

垃圾收集

站

一层：100

两层：250 --

公共厕所 >60

JB-D8-1 M1
一类工业用

地

A1、B1-B3、W1、S、U、

G
164498 328996 ≥2.0 35-60 15-20 100 66-197 658 -- -- -- -- --

附表 2：修改方案管理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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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一：JB-C 管理单元--修改后图则

附图二：JB-D 管理单元--修改后管理图则

附图三：修改后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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