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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概况

1.1 规划背景

为贯彻落实高要区建设“产业强区”的战略部署，促进

金渡片区高质量发展，现结合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片

区发展的新要求、永久基本农田分布情况、河道水系和现状

建设情况，对《肇庆市高要区紫云新城及金渡相关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南部片区 ZYNP-B 单元的用地布局、道路交通

等方面内容作相应调整。

1.2 规划调整原因

2021 年开始，肇庆市开展了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要）

预制菜产业园创建工作，且纳入 2022 年省重点建设前期预

备项目，并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储备库。而本次修改范围

属于预制菜产业园起步区，而园区定位为水产畜禽养殖、生

产加工、冷链配送、中试研发、检验检测、电商金融及科普

观光等肉类和水产深加工全产业链功能于一体的预制菜产

业园。为了满足产业园的用地需求，需要对《肇庆市高要区

紫云新城及金渡相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南部片区 ZYNP-B

单元的用地布局、道路交通等方面内容作相应调整。

1.3 修改范围

ZYNP-B 单元位于金渡片区的南部，西靠 272 省道，北接

规划过境公路，东毗紫云大道，南连广昆高速，规划范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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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109.67 公顷。

修改范围区位及范围示意图

1.5 相关规划情况

现 将 修 改 范 围 与 《 肇 庆 市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2020-2035）》（在编）、《〈高要区紫云新城及金渡相

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南部片区局部修改》、《肇庆市高

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等上位规划及相关

规划进行说明。

1.5.1《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

修改范围内部主要以工矿用地为主，有一块公共管理和



7

公共服务用地，还有一块陆地水域、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土地利用规划示意图

1.5.2《〈高要区紫云新城及金渡相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南部片区局部修改》

修改范围内部以一类工业用地为主，包含一块商业用地

和行政办公用地。

修改范围

修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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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区紫云新城及金渡相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南部片区局部修改》土地

利用规划示意图

1.5.3《肇庆市高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修改范围内部以城市建设用地为主，还有两块基本农

田，其余为一般农田和交通用地。

《肇庆市高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示意图

修改范围



9

第二章 规划依据与重点解决问题

2.1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版）

2.《城乡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18）

3. 《 城 市 用 地 分 类 与 规 划 建 设 用 地 标 准 》

（GB50137-2011）

4.《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

5.《肇庆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6.《〈高要区紫云新城及金渡相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南部片区局部修改》（2021.6）

7.《肇庆市高要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8.《肇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在编）

9.其他相关规划。

2.2 规划重点解决问题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规

模，优化预制菜产业园起步区产业用地布局；同时结合产业

园区的定位和招商引资计划，将部分工业用地调整为物流仓

储用地和供应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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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修改内容

3.1 规划修改内容

3.1.1 路网修改

原控规中，有三条 24 米宽的支路在规划范围内部，本次

修改根据集约集约用地的原则，对其进行修改，调整如下：

（1）保留环路，调整了其线性，宽度保持 24 米不变。

（2）根据建设需求，取消了一条南北向道路，调整其

中一条南北向道路的位置，保持 24 米不变。

3.1.2 用地性质及用地控制性指标的修改

本次规划涉及到一类工业用地（M1）调整为一类物流仓储

用地（W1）、一类工业用地（M1）调整为供应设施（U1）用地、

排水设施用地（U2）位置和面积的调整等内容，具体数据变化

如下：

（1）各用地面积的变化说明

用地修改前后面积对比表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变化说明
调整前 调整后

行政办公用地（A1） 9.11 9.11 无变化

商业用地（B1） 1.22 1.22 无变化

加油加气站用地（B41） 0.26 0.26 无变化

城市道路用地（S1） 18.79 20.55

新增了 1.76 公顷，主要是因为根据土

规修改了道路线形，修改后的道路占用了

部分原控规的防护绿地。

一类工业用地（M1） 42.65 26.17 由于部分一类工业用地调整为物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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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用地和供应设施用地，导致该类用地面

积减少。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W1） -- 14.98
由一类工业用地调整而来，作为冷链

物流仓储。

供应设施用地（U1） -- 4.06
由一类工业用地调整而来，为热电联

产供应设施。

排水设施用地（U2） 0.15 0.17
根据土规建设用地情况，调整了雨水

泵站的位置及面积。

防护绿地（G2） 12.01 8.88
面积减少了 3.13 公顷，主要是因为道

路线性调整，占用了部分防护绿地。

水域（E1） 4.94 2.87

减少了 2.07 公顷，主要是根据地形，

对藕耕涌水域面积进行修改，减少的面积

调整为防护绿地、农林用地。

农林用地（E2） 20.56 21.53

新增 0.97 公顷，新增的面积主要是藕

耕涌减少的水域面积，将其靠近农林用地

的护坡部分调整为农林用地。

合计 109.67

（2）地块控制指标的变化说明

地块控制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内容，本

次规划修改涉及到这些指标调整的用地主要是工业用地，新增

了物流仓储用地和供应设施用地，而商业用地建筑限高由 30

米调整到 60 米，行政办公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排水设施

用地的控制指标保持不变。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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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后控制指标对比表

控制指标
一类工业用地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供应设施用地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容积率 1.8-3.0 ≥2.0 -- ≥2.0 -- ≤1.5

建筑密度（%） 35-60 35-60 -- 35-60 -- 35

建筑限高（米） 60 60 -- 60 -- 60

绿地率（%） 15-20 15-20 -- 15-20 -- 30

3.1.2 防护绿地面积减少说明

原控规的防护绿地面积为 12.01 公顷，本次规划修改后变

为 8.88 公顷，减少了 3.13 公顷。主要是因为本规划修改根据

土地利用规划关于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和范围，对靠近藕耕涌

的环形道路进行了线性的调整，减少的防护绿地属于藕耕涌的

护坡。而藕耕涌北侧减少的防护绿地作为城市道路用地，南侧

减少的防护绿地调整为农林用地。

3.2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的衔接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将工业用地调整为物流仓储用地和供

应设施用地，不涉及到人口的增减，因此没有涉及到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的调整。

3.3 市政配套设施内容的衔接

（1）规划范围内部的雨水泵站进行位置微调，主要是根据

土地利用规划关于城镇建设用地的范围调整，将泵站纳入城镇建

设用地范围，占地面积由原控规的 0.15 公顷，调整为 0.17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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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藕耕涌的宽度根据地形测量的水域面积进行了修改，

用地面积由 4.94 公顷，调整到 2.87 公顷，面积减少了 2.07 公

顷，减少的面积修改未防护绿地、道路用地和农林用地。本次规

划虽然减少了藕耕涌的面积，但保持藕耕涌的河道过流断面，以

保证该片区的排涝需求，同时减少的面积属于藕耕涌的护坡，而

减少的护坡部分可以和道路合建采用垂直式护坡。本规划修改内

容没有破坏藕耕涌的功能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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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块调整影响分析与对策

4.1 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优化预制菜产业园起步区产业用地布

局，使其更符合产业园区的定位和高要区招商引资计划，符合肇

庆市的经济发展需求，有利于土地价值的发挥，让预制菜产业园

产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产业园区的开发建设。

4.2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规划修改不涉及到范围内部的主干路和次干路的走向和宽

度的调整，对路网结构没有造成影响。虽然取消了一条城市道路，

但其等级属于支路，其主要作用用于地块之间的联系，而道路取

消的目的就是根据地块建设需求而取消，让道路更好地联系周边

地块。因此，对道路交通没有影响。

4.3 对公共配套设施的影响

本次规划修改主要是将工业用地调整为物流仓储用地和供

应设施用地，不涉及到人口的增减，因此没有涉及到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的调整。

4.4 对市政公共配套设施的影响

（1）规划对雨水泵站的位置进行微调,不会对区域范围内部

的排水造成影响。

（2）藕耕涌的水域面积虽然减少了，但保持藕耕涌的河道

过流断面，以保证该片区的排涝需求，没有破坏藕耕涌的功能和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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