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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 1条 为了科学合理地利用规划区内土地资源，更好地指导平鲁区 B-4-03

地块的建设与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编制《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调整》。

第 2条 《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经朔

州市平鲁区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平鲁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 3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朔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6.《平鲁区古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7. 国家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8.其它相关资料等。

第 4 条 本规划调整地块 B-4-03 范围为：北至武昌街，东至紫河路，南至

井东街，西至纵六路，总用地面积约 8.18hm
2
，净用地面积约 6.96hm

2
。

第 5条 本规划成果分为规划文本、规划说明、规划图纸，规划图纸包括规

划图和分图图则，主要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编制，文本与规划图纸是调整地

块建设与规划管理的重要依据，二者须同时使用，不可分割，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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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本规划文本涉及的指标是根据国家、山西省及朔州市的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规范、条例、准则以及调整地块的实际情况，结合长远发展要求而

制定的。对于本规划文本及图则未涉及的指标、技术规定，均应参照国家、省、

市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准则执行。

第 7 条 本规划仅适用于调整后 B-4-03、B-4-08 地块内土地使用，是指导

下层次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 建筑和市政工程设计管理工作的依据。

第 8条 本规划文本中，下划线标识部分为强制性条文，需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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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利用规划

第 9条 人口规模：规划确定 B-4-03 地块调整后人口规模约 3098 人。

第 10 条 B-4-03 地块内需配建幼儿园一所、居民健身场所一处，热力站一

座、电信交接箱一处、开闭所一座。

第 11 条 所在街区及地块土地利用性质详见“土地利用规划图”和“分图

图则”。

第 12 条 地块使用性质为：

B-4-03：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R21）；规划净用地面积 5.31 公顷。

B-4-08：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规划净用地面积 1.64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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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控制指标体系

第 13 条 控制指标内容

规定性指标：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建筑密度，建筑控制高度，容积率，绿

地率，建筑后退要求，交通出入口方位，停车泊位及其它需要配置的公共设施，

必须严格实施。

指导性指标：人口容量，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要求，建筑色彩要求，工程

设施配套要求，其它环境要求，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调整。

第 14 条 建筑建造控制：控制内容为建筑高度、建筑间距、建筑后退等，

还包括消防、抗震、卫生、安全防护、防洪及其他方面的专业要求。

第 15 条 建筑后退控制

本次规划调整后地块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及用地界线距离如下：

B-4-03 地块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保持原控规不变，具体如下：

北侧武昌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南侧井东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东侧紫河路，红线宽度 24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5米；

东北侧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8米；

B-4-03 地块后退用地界线：

B-4-03 地块后退西侧 B-4-08 地块用地界线控制为 5米。

B-4-08 地块后退道路红线距离：

北侧武昌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西侧纵六路，红线宽度 16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5米；

B-4-08 地块后退用地界线：

B-4-08 地块后退东侧 B-4-03 地块用地界线控制为 5米。

建筑物除后退道路红线、建筑基地边界等距离外，还应满足消防、地下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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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市政设施、绿化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本次规划建筑后退距离控制为建筑物退让用地界线或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

具体实施中各建筑物退距应根据建筑高度按《朔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

关后退要求予以确定。

第 16 条 建筑间距控制

1、新建住宅建筑，由日照分析软件计算确定，保证被遮挡建筑每户至少一

个南向居室在大寒日有效日照时间内满窗日照时间不得低于 3小时。

2、当两栋建筑的夹角 a＜30°时，其最小间距按平行布置的居住建筑控制。

当两栋建筑的夹角 30°＜a≤60°时，最小间距属南北向布置的应不小于南面建

筑物高度的 1.2 倍，属东西向布置的应不小于影响日照的建筑物高度的 1.0 倍，

且不得小于 16 米。当两栋建筑的夹角 a＞60°时，其最小间距按垂直布置控制。

3、有争议的不易确定的建筑间距以综合日照分析结果为准。

第 17 条 交通活动控制：调整后 B-4-03、B-4-08 地块内的交通组织方式、

禁止机动车开口距离、出入口数量、停车泊位等要求应符合分图则要求。

第 18 条 地块用地兼容

B-4-03 地块为居住兼容商业，商业兼容比：10%。

第 19 条 开发强度、建筑高度控制

B-4-03 地块除用地规模调整外，其它控制指标按原控规执行；

B-4-08 地块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25%，建筑高度≤4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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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

地块编码
用地性

质

用地面

积（hm
2
）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建筑限

度（m）

商业兼容

比例（%）

B-4-03 R21 5.31 2.0 28 30 40 10

B-4-08 B9 1.64 2.5 35 25 40 —

备注：1、B-4-03 地块除用地规模调整外，其余均沿用原控规控制指标不变。

2、本表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指标为上限，绿地率指标为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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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背景

本次控规需调整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原控规为 2018 年由山

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该地块地处武昌街以南，井东街以北，纵六路以

东，紫河路以西。

为相应国家相关政策，便于土地出让与规划管理，结合平鲁区城市发展及地

块实际，根据《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可行性

研究报告》特编制《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第二章 现状概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1、调整范围

调整地块 B-4-03 范围为：北至武昌街，东至紫河路，南至井东街，西至纵

六路，总用地面积约 8.18hm
2
，净用地面积约 6.96hm

2
。

2、地块地形

调整地块为平鲁区井坪镇原四小旧址及现状居民区，用地较为平坦，适宜建

设。

3、周边关系

B-4-03 地块北隔武昌街为平鲁区敬德学校、平鲁区东坪小区，西、南、东

侧均为现状村庄居民区。

二、现状道路交通分析

基地北侧为城市次干道武昌街，现状道路宽度约 12m，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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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西侧纵六路，现状道路宽度约 6m，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16m；南侧井东街，

现状道路宽度约 5m，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0m；东侧为紫河路，现状道路宽度约

4m，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4m；地块四面邻路，周边交通便利。

三、现状公共设施分析

未来地块北侧规划有幼儿园，西侧为古城区及古城环城绿带，西南侧有井坪

一小、平鲁区第二中学、平鲁区中医院、规划商业设施等，未来周边配套较为完

善。

第三章 调整内容

一、地块划分

根据地块用地实际，将原控规 B-4-03 地块拆分为 B-4-03、B-4-08 两个地块。

二、用地性质调整

调整后 B-4-03 地块保持原控规用地性质不变，仍为居住用地（R21）；

B-4-08 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其他服务设施用地（B9）。

三、控制指标调整

调整后 B-4-03 地块用地性质、开发强度指标保持原控规不变，仅用地规模

由 69557 ㎡调整为 53125.96 ㎡。

调整后 B-4-08 地块的具体指标如下：



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规划说明

3

表 3-1 B-4-08 地块调整后指标一览表

项目 单位 B-4-08

用地性质 B9

用地面积 m² 16431.19

建筑面积 m² 41077.98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m 40

主出入口 西

机动车位 个 0.8 车位/100 ㎡建筑面积

非机动车位 个 1.8 车位/100 ㎡建筑面积

表 3-2 B-4-03 地块用地指标调整对比表

地块编号 原地块指标 调整后的地块指标

地块编号 B-4-03 B-4-03 B-4-08

用地代码 R21 R21 B9

净用地面积（hm
2
） 6.96 5.31 1.64

容积率 2.0 2.0 2.5

建筑密度（%） 28 28 35

绿地率（%） 30 30 25

建筑限高（m） 40 40 40

配建车位（个） 1112 1.1 停车位/户
0.8 车位/100 ㎡建

筑面积

用地兼容 B11（兼容比例 10%） B11（兼容比例 10%） -

经过可研分析论证，地块调整具有可行性，因此，本次报告依据《朔州市平

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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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依据、原则及目标

一、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3.《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朔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6.《平鲁区古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7. 国家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8.其它相关资料等。

二、规划原则

1、顺应城市发展需求的原则；

2、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的原则；

3、完善管理控制体系，提高规划管理效率的原则。

三、规划目标

1、建立合理的用地结构，使土地有序有控制的开发利用，实现人口、资源、

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

2、实现土地的适度开发和合理控制下的利用。

3、加强和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的城市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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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地布局规划

一、规划范围

地块地处平鲁区古城片区东侧，基地北至武昌街，东至紫河路，南至井东街，

西至纵六路，总用地面积约 8.18hm
2
，净用地面积约 6.96hm

2
。

二、规划原则

1、依法规划的原则

依法规划是保证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律严肃性的前提。因此本次规划的编制将

参照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严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平、公正的原则

充分考虑社会公平与公正，考虑群体利益。

3、可操作性原则

充分结合平鲁区地方实际情况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管理要求，在充分的调

研与分析论证基础上，使规划成果有充分的依据和可行性，强化与规划管理的衔

接，提高规划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实事求是原则

从地块的实际需求出发，切实提出符合地块实际的控制指标，为平鲁区规划

审批与管理提供依据。

5、永续发展的原则

以城市永续发展为原则，保证片区良性发展机制。

三、用地布局规划

1、布局原则

（1）结构的整体性原则——注重功能结构与景观结构的完整统一，便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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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特色的形成。

（2）空间的有序性原则——通过空间轴线、景观序列及标志性建筑环境空

间统领全局，强化本区与其它片区在功能、交通和景观风貌等方面的有序性。

（3）用地的经济性原则——提供合理、优化的用地布局和便于操作的土地

细化方案，使各类用地的价值得到最大化体现。

（4）环境的均衡性原则——运用城市设计的手法，追求内外部环境空间的

资源共享，强调环境对公共设施区与居住社区的同等重要性。

2、居住用地规划

（1）居住用地布局采用住宅兼容底商的模式，商业为沿街带状布局。

（2）居住用地规模

本次规划居住用地为 B-4-03 地块，规模控制为 5.31 公顷，规划人口约 3098

人。

3、公共设施用地规划

本次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主要用于居住配套，主要为沿街商业。

第六章 土地利用控制指标体系规划

一、地块编号及控制指标体系的确定

1、用地编号的确定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地块划分中采用三级编码的方式，分别为分区编号、

街区编号和地块编码。本地块分区编号根据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地块调整后编号为 B-4-03、B-4-08 地块。

2、控制指标体系

本次规划控制指标体系的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土地使用、强度容量、设施配置、

设计引导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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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控制是对建设用地上的建设内容、位置、面积和边界范围等方面做

出的规定，其控制内容包括土地使用性质、用地边界、用地面积等。

强度容量控制是为了保证城市良好的环境质量以及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效

益，对建设用地所能容纳的建设量和人口聚集量做出的规定，其控制内容包括容

积率、建筑密度、人口容量、绿地率等。

设施配置是生产生活正常进行的保证，即对建设用地内公共设施和市政设施

的建设提出定量配置的要求。

设计引导是依据地块的具体环境条件要求，对建筑设计、环境布局等提出的

综合设计要求和建议。

3、控制指标

本规划控制指标包括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建筑控制高度、

商业兼容比、停车泊位、禁止机动车出入地段、建议开口方向等。

4、指标确定原则

用地指标的确定如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等，根据城市空间景观要求、

环境容量要求、市政服务能力、土地的区位条件、用地的使用性质综合确定。指

标体系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

二、用地开发控制

1、用地分类

规划区内各地块的开发建设，必须符合本规划所规定的用地性质，因特殊原

因， 确需变更规划用地性质时，应经规划主管部门许可，并服从规划主管部门

规定的附加条件。

为了适应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体现设施多样性和服务综合性，使得规划具

有一定的弹性，本次规划控制中通过明确土地使用兼容性来体现功能的灵活性。

2、开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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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强度涉及到建设容量和环境容量、交通负荷能力和功能需要等多方

面的因素。通过合理的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不但可以保证良好的城市空间环境，

还可以对投资引导、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起到积极的作

用。土地开发强度的控制通过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两项指标来控制。

B-4-03 地块除用地规模调整外，其它控制指标按原控规执行；

B-4-08 地块容积率≤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25%，建筑高度≤40 米。

3、建筑后退控制

本次规划调整后地块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及用地界线距离如下：

B-4-03 地块后退道路红线距离保持原控规不变，具体如下：

北侧武昌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南侧井东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东侧紫河路，红线宽度 24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5米；

东北侧规划道路，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8米；

B-4-03 地块后退用地界线：

B-4-03 地块后退西侧 B-4-08 地块用地界线控制为 5米。

B-4-08 地块后退道路红线距离：

北侧武昌街，红线宽度 20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10 米；

西侧纵六路，红线宽度 16 米，建控线退后红线 5米；

B-4-08 地块后退用地界线：

B-4-08 地块后退东侧 B-4-03 地块用地界线控制为 5米。

建筑物除后退道路红线、建筑基地边界等距离外，还应满足消防、地下管线、

交通安全、市政设施、绿化等方面的规范要求。

本次规划建筑后退距离控制为建筑物退让用地界线或道路红线的最小距离，

具体实施中各建筑物退距应根据建筑高度按《朔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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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后退要求予以确定。

4、调整地块指标

根据《朔州市平鲁区古城片区 B-4-03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可行性研究

报告》：

表 6-1 调整地块规划控制指标

地块编码
用地性

质

用地面

积（hm
2
）

容积

率

建筑

密度

（%）

绿地

率（%）

建筑限

度（m）

商业兼容

比例（%）

B-4-03 R21 5.31 2.0 28 30 40 10

B-4-08 B9 1.64 2.5 35 25 40 —

备注：1、B-4-03 地块除用地规模调整外，其余均沿用原控规控制指标不变。

2、本表控制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指标为上限，绿地率指标为下限。



规划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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