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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

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等有关规定，

制定海洋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本规划适用范围西起

珠江口水域，东抵沿江高速，南至白鹭河（截流河）南出口，北达东宝

河，规划范围总面积 6.86 平方公里（以下简称规划区）。

第 2条 本规划的主要参考依据是：《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在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在编）及其他经批准的专项规划。

第 3条 本规划采用城镇单元管控，在城镇单元内编制地块开发细则和规划实施

方案，均应以本规划城镇单元规划控制要求为依据进行。

第 4条 本规划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并符合

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本规划未涉及

的其他内容可参照市政、交通和水系等专项规划落实。

第 5条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除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

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深标》）确定。

第 6条 本规划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管理局负责解释；若须更改，应按相关程序报批。

第 7条 本规划自市政府批复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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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定位

第 8条 规划区的发展目标：为全面贯彻落实“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

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总体战略要求，将海洋新城建设成为深

圳参与全球蓝色经济竞合的世界节点、向湾集聚发展的“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先锋范例”。面向世界的全球海洋治理战略合作平台、示范中国的中

国海洋新兴产业的示范标杆、引领湾区的深港协同海洋科创服务高地、

添彩深圳的未来理想城市品质营城典范。

第 9条 规划区的产业导向：为提升前海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核心承载功能，遵循

前海“全域向海、全业态融海”的产业发展思路，海洋新城优先发展海

洋新兴产业、海洋战略性前沿产业、海洋高端服务业等现代海洋产业，

鼓励发展科技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打造世界级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国家级海洋新兴产业引领示范区、国际化海洋交流门户。

第 10条 规划区规划人口规模为指引性指标，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 15.0 万人，规

划居住人口规模约 6.4 万人。



海洋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

4

第三章 土地利用

第 11条 根据“公共向海、岛式开发”的布局原则，利用填海造地形成的水道，

构建“一心一湾、北城南业”总体空间结构。

“一心”是指在海洋新城中部，与国际会展中心北侧用地联动发展，打

造城市服务核+湾区公共服务核。

“一湾”是指利用海洋新城超级码头和南侧港池，打造滨海休闲湾。

“北城南业”是指结合地理环境、产业发展、航空限高、噪声影响等因

素，在海洋新城北部区域布局居住生活片区，在南部布局产业片区。

第 12条 规划区用地性质主要包括：居住用地（R）、商业服务业用地（C）、公共

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工业用地（M）、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

设施用地（U）、绿地与广场用地（G）、白色用地（—）和其它用地（E）

等九大类。规划区内各地块用地性质详见本规划“图表”。

第 13条 土地利用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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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混合

使用应依《深标》相关规定执行。

2．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及单元主导功能，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

控制与引导。

3．本规划白色用地规划用途的确定应结合功能产业要求，按程序通过编

制地块开发细则等，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视为符合本规划。

4．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

对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视为符合本规划。

5. 本规划编制结合城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理念做出整体功能布局安排，

在后续实施阶段应严格按照《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及

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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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开发管控

第 14条 规划区采用建筑规模总量上限控制与基准建筑规模下限控制的管控方

式。规划区建筑规模总量上限 850 万平方米，基准建筑规模 700 万平方

米，建筑规模弹性增量总计不超过 150 万平方米。建筑规模不含公共服

务设施、交通市政设施等建筑面积。

第 15条 依据上位规划、结合片区具体情况，规划区共划定四个城镇单元。城镇

单元范围内，因规划实施和土地出让需要，可编制下层次地块开发细则

对各单元建筑规模、配套设施等进行适当腾挪和优化。各城镇单元具体

控制要求详见文本“城镇单元控制表”（表 1）。

1．主导功能

城镇单元 BA08-11 主导功能为居住、商业、商务办公；城镇单元

BA08-12 主导功能为商务办公、商业、产业；城镇单元 BA08-14 主导功

能为产业、商务办公、商业；城镇单元 BA08-13 主导功能为白色用地，

具体主导功能在兼顾滨海资源利用和公共功能的前提下，根据下阶段地

块开发细则最终确定。

城镇单元控制区内，在符合单元主导功能、不突破总建筑规模上限

并保证配套设施数量与规模的前提下，各单元内地块的具体用地性质及

指标可根据下阶段地块开发细则最终确定，视为符合本规划。

2．弹性控制

各城镇单元功能混合引导比例为指引性指标，在满足城市环境、交

通、市政、公共服务等要求的前提下，各单元可根据实际情况、发展需

求进行适当调整。

各城镇单元在满足总建筑规模不增加、基准建筑规模不减少、主导

功能不改变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发展需求增加建筑规模，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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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量区间为基准建筑规模的 0-25%；城镇单元 BA08-12、城镇单元

BA08-13、城镇单元 BA08-14 三个城镇单元的基准建筑规模与弹性增量

允许相互调剂。

本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的地块容积不作规定，其开

发强度和建设规模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确定。

因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市政设施，或因市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地下

空间规划引起城镇单元控制区总建筑规模上限提高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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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镇单元控制表

城镇单元编号
单元主导

功能

单元用地规

模（公顷）

总建筑规模（不含 GIC、S、
U类建筑面积，包含地下

商业类建筑面积，控制规

模下限单位：万平方米）

单元基准建筑规模（不含 GIC、S、
U类建筑面积，包含地下商业类

建筑面积，控制规模下限单位：

万平方米）

功能混合引导比例

弹性区间

配套设施设置

备注办公+商业+
酒店用途比例

居住用

途比例

创新产业

用途比例

普通工业

用途比例

白色用

地比例

独立占地型
附设型

设施名称 建设规模

城镇单元

BA08-11
居住、商业、

商务办公
199.80

850.0

144 5% 95% — — — 0-25%

派出所 用地面积 4522㎡ 社区管理用房（4处）、社区警务室（4处）、

便民服务站（4处）、社区菜市场（4处）、

文化活动室（4处）、社区体育活动场地（9
处）、公园儿童游戏场地（7处）、社区儿童

游戏场地（13处）、12班幼儿园(6所)、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2所）、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4处）、公交首末站（3处）、

社会停车场（库）（3处）、邮政所（1处）、

单元机房（4处）、再生资源回收站（3处）、

公共厕所（3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7
处）、应急避难场所(4处）

1. 建筑高度严禁突破机场净空限高。

2.钻石水乡（北部居住片区）以海上田园风光为特色，打造生态宜居、

自然入城的高强中密度海滨生态化住区。

3.鼓励延伸至 BA08-12单元和海上田园的连续慢行系统。

4.本单元规划有轨道交通 18号线、20号线，具体线位与站点以最终批

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60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用地面积 32976㎡

72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用地面积 48738㎡

72班九年一贯制学校 用地面积 38129㎡

500床综合医院 用地面积 40844㎡

养老院 用地面积 37813㎡

海洋监测站 用地面积 2143㎡

新城 1#污水泵站 用地面积 603㎡

110千伏海洋 1#站 用地面积 3005㎡

1#垃圾转运站 用地面积 820㎡

城镇单元

BA08-12
商务办公、

商业、产业
94.63 140 67% — — — 33% 0-25%

大空港特勤消防站 用地面积 7057㎡

社区管理用房（1处）、社区警务室（1处）、

便民服务站（1处）、社区菜市场（1处）、

文化活动室（1处）、公园儿童游戏场地（1
处）、公交首末站（2处）、社会停车场（库）

（1处）、公共充电站（1处）、110千伏海

洋 2#站、片区机房（2处）、单元机房（2
处）、2号冷站、公共厕所（2处）、环卫工

人作息场所（2处）

1.建筑高度严禁突破机场净空限高。

2.超级街区倡导高覆盖率，营造活力向海、站城一体、功能复合的高强

高密度三维活力街区。

3.鼓励延伸至 BA08-11单元和 BA08-13单元的连续慢行系统。

4.本单元规划有轨道交通 18号线、20号线，具体线位与站点以最终批

准的相关规划为准。2#垃圾转运站 用地面积 2367㎡

城镇单元

BA08-13
白色

用地
116.59 97 1% — — — 99% 0-25%

新城 2#污水泵站 用地面积 1548㎡

文化活动中心（1处）、公园儿童游戏场地

（4处）、公交首末站（2处）、社会停车场

（库）（1处）、公共充电站（2处）、再生

资源回收站（1处）、公共厕所（2处）、环

卫工人作息场所（2处）

1.建筑高度严禁突破机场净空限高。

2.建立与国际会展城中心片区的东西向轴线关系，国际会议岛联动国际

会展城中心，以 360度邻水环海为特色，打造低强高密度的临海议事客

厅。超级码头以凝聚海洋文化、提供海洋公共综合服务为特色，打造低

强中密度的城市公共文化功能中心。

3.白色用地规划用途的确定应结合功能产业要求，按程序通过编制地块

开发细则等，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视为符合本规划。

4.鼓励延伸至 BA08-12单元、BA08-14单元和国际会展城中心片区的

连续慢行系统。

5.本单元规划有轨道交通 18号线、30号线，具体线位与站点以最终批

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新城 3#污水泵站 用地面积 706㎡

城镇单元

BA08-14
产业、商务办

公、商业
274.81 319 13% — 73% 9% 5% 0-25%

综合体育活动中心 用地面积 25000㎡
社区管理用房（3处）、社区警务室（3处）、

便民服务站（3处）、社区菜市场（3处）、

文化活动室（3处）、社区体育活动场地（11
处）、公园儿童游戏场地（6处）、8班托儿

所（6所）、门诊部（1处）、社区健康服务

中心（1处）、气象站（1处）、公交首末站

（4处）、公共充电站（1处）、社会停车场

（库）（2处）、加油加气站（1处）、110
千伏海洋 4#站、3#垃圾转运站、4#垃圾

转运站、邮政所（2处）、片区机房（2处）、

单元机房（5处）、1号冷站、3号冷站、4
号冷站、再生资源回收站（2处）、公共厕

所（6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5处）、应

急避难场所(2处)、数据中心（1处）

1.建筑高度严禁突破机场净空限高。

2.蓝色智港（南部产业片区）以提供多元共享、绿色智慧的产业创新空

间为核心，打造中强中密度的蓝色产业园。

3.白色用地规划用途的确定应结合功能产业要求，按程序通过编制地块

开发细则等，经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后实施，视为符合本规划。

4.依托海洋新城港池用海建设客运、游艇、游船码头，码头总体规模及

布置形式、水上交通具体线位及站位等应根据海洋新城未来的发展与需

求，通过专题研究论证确定。

5.保障临海公共连续岸线，鼓励延伸至 BA08-13单元和白鹭河的连续

慢行系统。

6.本单元规划有轨道交通 18号线、30号线，具体线位与站点以最终批

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新城水质净化厂 用地面积 45115㎡

新城 4#污水泵站 用地面积 1201㎡

220千伏新城站 用地面积 8000㎡

110千伏海洋 3#站 用地面积 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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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蓝绿体系与安全韧性

第 16条 本规划强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基本认识，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要求。强调蓝绿体系作为

韧性基底的规划理念，突出对海陆生态环境资源的保育与利用，以海岸

线为核心，打造滨海特色公共空间，以指状水系为依托，规划布局形式

多样、方便可达的各类型城市开放空间，打造特色生态格局和城市安全

韧性体系。

第 17条 规划区构建综合灾害防御体系，整合外海连通水系、海绵绿廊，形成“韧

性海岸+双层水系+多类型公园绿地系统”多级联动的蓝绿韧性体系，提

升片区防洪潮安全的同时，让市民全方位亲近自然。

第18条 规划区防潮标准采用1000 年一遇标准，防洪标准采用200 年一遇标准，排

涝标准采用100年一遇标准。规划区水域范围按4.1米潮位线进行划定。

第 19条 规划区场地竖向采用“中间高、四周低”的原则进行设计，场地高程为

7.0-8.5 米，并且按高于临近道路标高 0.2-0.5 米进行控制。规划区排水

选用自排方式，排水体系中雨水管网不穿越海堤堤身进行排水，道路平

均坡度为 0.3%-1.0%，避免出现排水不利点，保障排水高效、通畅，具

体竖向控制要求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第 20条 韧性海岸

1. 规划区以优先满足防潮安全为前提，结合岛式用地布置，以就近排水

为原则，临近西侧海堤最低按 6.50 米，临近东侧海堤、景观河堤最低按

5.50 米的要求进行控制，具体高程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2. 根据灾害影响评价，结合海岸带周边功能，优化组合海堤设防方式，

设置生态化复合海堤。为保障南部港池内码头停泊安全，建议港池内部

设置防波堤，具体形式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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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岸带应保证有公共、连贯的滨海公共空间与慢行通道。

第 21条 双层水系

1. 规划区由深层与外海联通的北连通渠、南连通渠、景观水系、沿江高速下

的生态湿地水系，以及4条东西向浅层指状海绵绿廊构成双层水系网络。

2. 规划区深层水系应实现相互连通，并保障良好的水交换周期与水动力

条件，将南联通渠上开口线拓宽至 120 米，宽度与线位根据最终批准的

相关规划确定。

3. 规划区内 4条浅层海绵绿廊的底高程应结合市政规划雨水管渠底标高

方案选取，保证雨水口可以顺利接入。水质净化厂尾水应利用海绵绿廊

净化过滤，再排入外海，进一步改善水环境。浅层海绵绿廊内部水系的

宽度和走向可根据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的需要进行确定。

4. 在满足水系安全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对堤坝等水利工

程进行景观优化，但须严格控制片区内国家海洋局批复水系面积不减少。

第 22条 多类型公园绿地系统

1. 规划区内的公园绿地系统包括公园绿地以及复合开发绿地，其中公园

绿地包括生态门户公园、海岸公园、沿江高速湿地公园、潮汐水系公园、

海绵公园等，共 60.60 公顷，复合开发绿地可混合商业服务业用地和公

用设施用地，共 46.01 公顷。

2. 鼓励建设口袋公园、街头绿地等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为市民活动与

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场所。

3. 本规划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涉及

红树林的，应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其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4. 本规划确定的水系、公园绿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应按照相应的政策法

规进行保护、利用和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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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共设施

第 23条 本规划各城镇单元内的公共设施应按照《深标》、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等要求，

均衡布局各类公共设施，构建丰富和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公共设施

详见文本“公共设施规划一览表”（表 2）。本规划未涉及的其他公共设

施按《深标》在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第 24条 公共设施一般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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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规划确定的公共设施，在满足社区生活圈要求、确保实施为前提，

可在城镇单元范围内适当调整地块边界或位置，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

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增加建设规模，视为符合本规划。

3. 鼓励社区级公共设施文化娱乐、体育、管理服务、医疗卫生等以综合

体形式组合设置，集中布局、共建共享。

4. 鼓励引进国际化的公共服务功能，如港人子弟学校、国际医院等。

表 2 公共配套设施一览表

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号

管理服

务设施

派出所 1 用地面积 4522 ㎡ BA08-11

社区管理用房 8 建筑面积 250 ㎡/处

BA08-11（4 处）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社区警务室 8 建筑面积 20 ㎡/处

BA08-11（4 处）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便民服务站 8 建筑面积 600 ㎡/处 BA08-11（4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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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号

（社区服务中心）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社区菜市场 8 建筑面积 1000 ㎡/处

BA08-11（4 处）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文化娱

乐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 1 — BA08-13

文化活动室 8 建筑面积 1000 ㎡/处

BA08-11（4 处）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体育

设施

综合体育活动中心 1 用地面积 25000 ㎡ BA08-14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居

住用地）
9 建筑面积 1500 ㎡/处 BA08-1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产

业用地）
11 建筑面积 2000 ㎡/处 BA08-14

儿童游

戏场地

公园儿童游戏场地 18

2 场地面积 2000 ㎡/处 BA08-11

3 场地面积 1200 ㎡/处
BA08-11（1 处）

BA08-14（2 处）

13 场地面积 600 ㎡/处

BA08-11（4 处）

BA08-12（1 处）

BA08-13（4 处）

BA08-14（4 处）

社区儿童游戏场地 13

6 场地面积 600 ㎡/处

BA08-11

7 场地面积 1200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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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号

教育

设施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 72 班 BA08-11

九年一贯制学校 1 72 班 BA08-11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 60 班 BA08-11

幼儿园（居住片区） 6 12 班 BA08-11

托儿所（产业片区） 6 8 班 BA08-14

医疗

设施

综合医院 1 500 床 BA08-11

门诊部（社区医院、街

道长者服务中心）
1 用地面积 3000 ㎡/处 BA08-14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3 建筑面积 1500 ㎡/处
BA08-11（2 处）

BA08-14（1 处）

社会福

利设施

养老院 1 用地面积 37813 ㎡ BA08-11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
4 建筑面积 1000 ㎡/处 BA08-11

其他

设施

气象站 1 场地面积 50 ㎡/处 BA08-14

海洋监测站 1 用地面积 2114 ㎡ BA08-11

注：

1、配套设施直接填写单元编号表示该设施必须独立占地建设，以单元编号加“__”方式表示该设

施非独立占地建设；

2、带有“-”的规模表示具体规模可编制下层次地块开发细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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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综合交通

第 25条 规划区内道路分为四个等级，道路的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

表”及文本“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表 3）。

第 26条 规划区内现状枢纽立交 1 处、高速公路出入口 1 处，规划新增田园立交

高速公路出入口 1 处。

第 27条 规划区内规划轨道线路 3 条，包括 18 号线、20 号线和 30 号线，具体线

位及站位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第 28条 规划区内交通设施的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文本“交通设

施规划一览表”（表 4）。本规划未涉及的其他交通设施按《深标》及相

关标准规范予以落实。

1. 规划区内规划公交首末站 11 处，均为非独立占地配建场站。强化轨

道站点与公交接驳站点的一体化布局。

2. 规划7 处非独立占地社会停车场（库）。其它停车位配置标准按《深标》

相关规定执行。所有停车场均应为残疾人提供不小于总数1.5%的专用停车

位。

3. 规划区规划加油加气站设施1 处，公共充电站4处。加油加气站、公共

充电站建设须满足加油加气站、公共充电站设计与施工等相关标准规范要

求。

第 29条 规划区内应结合岛屿特征，构建便利的环岛慢行径。所有慢行系统应按

相关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

1. 新建的次干路及以上级别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鼓励在大型公

园、水系两侧、公共绿地以及环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

2. 鼓励结合桥梁用海批复范围，建设慢行桥梁，加强人流联系。

3. 鼓励结合大型公共建筑、地下空间、公交车站、轨道车站出入口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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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体人行过街设施，并兼顾自行车过街需求设置自行车坡道，形成连

续、贯通、全民全龄友好的立体慢行体系。

4. 重点推进轨道站点、公交站点周边自行车停放设施、步行附属设施、

遮阳避雨设施等慢行设施建设，提高慢行环境舒度；鼓励精细化利用建

筑退线空间，增强慢行体验。

第 30条 规划区应发展以观光休闲为主，兼顾部分通勤功能的特色水上交通系统，

依托海洋新城港池用海建设客运、游艇、游船码头，并预留白色用地作

为码头陆域配套设施建设空间。加强水上交通停泊点与公共交通站点、

慢行系统衔接，强调海陆公共交通无缝换乘，提升公共交通出行吸引力。

码头总体规模及布置形式、水上交通具体线位及站位等应根据海洋新城

未来的发展与需求，通过专题研究论证确定。

第 31条 综合交通一般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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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在有利于设施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地

块边界或位置进行合理的微调，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在满足相关规范

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视为符合本规划。

3. 对于主、次干路道路方案主体线形、规模、功能基本与规划相符，道

路及桥梁的线位、横断面进行微调的视为符合本规划；在编制下阶段地

块开发细则时，结合城市设计及空间布局对支路进行优化，视为符合本

规划。

4. 本规划内建议性道路的位置以虚线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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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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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

（米）

车行道断面形

式
备注

高速公路
1 广深沿江高速公路 120 双向 8 车道

2 外环高速公路 80 双向 6 车道

主干路

1 交椅湾大道 60 双向 6 车道 设公交、自行车专用道

2 沙井南环路 45 双向 6 车道 设公交、自行车专用道

3 新沙路 30-45 双向 4-6 车道 设公交、自行车专用道

4 沙福路 45 双向 6 车道 设公交、自行车专用道

5 凤塘大道 60 双向 6 车道 设公交专用道

6 展景路 45 双向 6 车道 设公交、自行车专用道

次干路

1 船桅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2 田园涌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3 归德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4 盐场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5 蓝港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6 和平涌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7 临港路 30 双向 4 车道 设自行车专用道

支路 1
各地块通行与出入的主要道路，红线宽度 18-24 米，为双向 2 车道，设自行车

专用道。规划二分路，单侧红线宽度为 13 米，设自行车专用道。
注：道路名称、宽度、横断面以最终批准的相关规划为准。

表 4 交通设施一览表

项目名称 总量（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

编号
备注

公交首末站 11

用地面积 2200 ㎡/处

BA08-11（1 处）

BA08-12（1 处）

BA08-13（1 处）

BA08-14（2 处）

附设式

用地面积 1500 ㎡/处

BA08-11（2 处）

BA08-12（1 处）

BA08-13（1 处）

BA08-14（2 处）

公共停车场 7

每个停车场预留停车

位 50-100 个，停车位

35-50 ㎡/处

BA08-11（3 处）

BA08-12（1 处）

BA08-13（1 处）

BA08-14（2 处）

加油加气站 1 用地面积 2000 ㎡/处 BA08-14

公共充电站 4 用地面积 1100 ㎡/处

BA08-12（1 处）

BA08-13（2 处）

BA08-14（1 处）

注：带有“__”的单元编号表示相关交通设施所在地块用地类型为独立占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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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市政工程

第 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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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安全可靠的原则布置环状

市政供应通道，并与区域市政系统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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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3条 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的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文本“市政

设施规划一览表”（表 5）。本规划未涉及的其他市政设施按《深标》在

下层次规划中落实。

第 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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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8.34 万立方米。

2. 规划区内预测平均日污水量约 5.98 万立方米。

3. 规划区内预测再生水最高日用量约 8.52 万立方米。

4. 规划区内预测电力负荷约 43.36 万千瓦。

5. 规划区内预测固定通信用户约 12.7 万线，移动通信用户 28.3 万户，

有线电视用户约 2.7 万户。

6. 规划预测海洋新城片区天然气年总用气量为 1627 万标准立方米，高

峰小时用气量为 6149 标准立方米/小时。

7. 规划区内预测生活垃圾产生量约 250 吨/日。

8. 规划区内规划新建 1 座消防站满足区域内消防需求。

第 35条 规划区供水主要由区外长流陂水厂及五指耙水厂联合供水，给水主干管

沿区外展景路、南环路及沙福路引入，区内布置给水环状管网。

第 36条 规划新建水质净化厂 1 座，即新城水质净化厂。新城水质净化厂远期服

务范围主要为规划区及国际会展岛组团区域，设施建议采用全地下式建

设，可上盖体育公园等设施，具体建设形式以可研报告为准，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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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排放要求。规划新建污水提升泵站 4 座，污水由污水管道收集，过

河节点经污水泵站提升后重力最终排往新城水质净化厂。

第 37条 规划区防潮标准为 1000 年一遇，防洪标准为 200 年一遇。雨水管渠、泵

站及附属设施建设标准不低于 10 年一遇。沿规划区内布置雨水管道，雨

水就近分散排放。

第 38条 规划区内再生水水源来自新城水质净化厂，再生水用于规划区内城市杂

用水、工业用水、集中供冷站冷却循环水及浅层海绵水系补水。再生水

回用水质应满足国家及深圳市的相关规范要求，个别用户应根据自身具

体情况，水质进行再处理后使用。

第 39条 规划新建 1 座 220 千伏、4 座 110 千伏变电站。结合道路工程同步配建

电缆综合沟及电缆沟，电缆沟原则上沿道路东侧、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

布置。

第 40条 规划新建 3 座邮政所、4 座附建式片区机房、12 座附建式单元机房，均

采用附建形式。

第 41条 规划新建 1 处附建式数据中心，主要承担数据采集、汇聚、存储、计算、

智能运营管理服务及决策指挥调度功能。

第 42条 规划区采用天然气管道供应，天然气主要依托区外天然气区域调压站供

给。规划天然气管网采用中压一级输配系统，管道原则上直埋敷设于道

路西侧、北侧人行道或绿地下。

第 43条 规划区内沿新沙路、南环路、沙福路、展景路等主次干道规划布局干、

支线型综合管廊及电力隧道；并沿部分支路规划布局缆线（小型）管廊，

以保障海洋新城市政供给。

第 44条 规划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65%。积极推行再生水利用和雨水资源利

用缓解水资源紧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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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条 市政工程一般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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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单元内独立占地的市政设施、市政廊道及管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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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不

得减少或取消。

3. 本规划确定的市政设施、市政廊道及管网，在有利于设施实施等条件

下，可对其具体地块边界或位置进行合理的微调，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

在满足相关规范前提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视为符合本

规划。

4. 规划区中高压走廊控制要求按照《深标》的要求控制，控制范围内不

得布置除绿地、道路以外的其它功能的用地及设施；建有综合管廊的路

段，高压电缆线路敷设于综合管廊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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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规划区海绵城市建设应按照《深圳市海绵城市规划要点和审查细则》、

《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及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规范规定执行，强化节水管理和径流管理。

7. 地下式市政设施建设，应从全局出发，根据所在区域功能定位、周边

的环境影响敏感程度、可用地的面积、卫生防护距离等综合考虑，通过

全面论证，做到和周边环境充分融合、节约土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并根据地形条件、施工工艺和技术条件等留有余量。

表 5 市政设施规划一览表

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

（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

号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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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

（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

号
备注

污水设施

新城水质净化厂 1 10.0 万立方米/日 BA08-14
独立占地，地

下式建设

新城 1#污水泵站 1 0.5 万立方米/日 BA08-11
独立占地，地

下式建设

新城 2#污水泵站 1 6.0 万立方米/日 BA08-13
独立占地，地

下式建设

新城 3#污水泵站 1 0.5 万立方米/日 BA08-13
独立占地，地

下式建设

新城 4#污水泵站 1 3.5 万立方米/日 BA08-14
独立占地，地

下式建设

电力设施

220 千伏新城站 1 3×240MVA BA08-14 独立占地

110 千伏海洋 1#站 1 3×63MVA BA08-11 独立占地

110 千伏海洋 2#站 1 3×63MVA BA08-12 附设式

110 千伏海洋 3#站 1 3×63MVA BA08-14 独立占地

110 千伏海洋 4#站 1 3×63MVA BA08-14 附设式

环卫设施

1#垃圾转运站 1 60 吨/日 BA08-11 独立占地

2#垃圾转运站 1 90 吨/日 BA08-12
独立占地，半

地下式建设

3#垃圾转运站 1 60 吨/日 BA08-14 附设式

4#垃圾转运站 1 60 吨/日 BA08-14 附设式

再生资源回收站 6 60-100 平方米/处

BA08-11（3 处）

BA08-13（1 处）

BA08-14（2 处）

附设式

公共厕所 13 60-80 平方米/座

BA08-11（3 处）

BA08-12（2 处）

BA08-13（2 处）

BA08-14（6 处）

附设式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6 20-30 平方米/个

BA08-11（7 处）

BA08-12（2 处）

BA08-13（2 处）

BA08-14（5 处）

附设式

防灾减灾

设施

大空港特勤消防站 1 特勤（大型） BA08-12 独立占地

应急避难场所 6 —
BA08-11（4 处）

BA08-14（2 处）
附设式

通信设施

邮政所 3 —
BA08-11（1 处）

BA08-14（2 处）
附设式

片区机房 4 —
BA08-12（2 处）

BA08-14（2 处）
附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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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项目名称
总量

（处）
规模

所在城镇单元编

号
备注

单元机房 12 —

BA08-11（4 处）

BA08-12（2 处）

BA08-14（6 处）

附设式

数据中心 1 3000 机架 BA08-14 附设式

供冷设施 冷站 4 2-2.5 冷吨
BA08-12（1 处）

BA08-14（3 处）
附设式

注：带有“—”的规模表示具体规模可编制下层次地块开发细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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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城市设计

第 46条 规划区应利用离岸围填形成的河涌岛屿空间特质，形成兼具防灾、生态

保育与滨海活力塑造的“一带多廊、公共环岛、展城一体”整体空间框

架。空间形态控制包括保护及合理利用片区内的海岸带、河涌等自然景

观资源；提升环岛城市景观塑造；打造以滨海居住、岛城中心、蓝色产

业为主导的城市风貌和整体空间形态，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先锋范例。

第 47条 城市风貌

基于独特的海洋个性，从北到南依次规划有钻石水乡、超级街区、国际

会议岛、超级码头、蓝色智港等一系列充满活力、高辨识度的海岛社群

和面海地标场所。

1. 钻石水乡（北部居住片区）以海上田园风光为特色，打造生态宜居、

红树入城的高强中密度海滨生态化住区；

2. 超级街区打造航空限高条件下，倡导高覆盖率营造活力向海、站城一

体、功能复合的高强高密度三维活力街区；

3. 国际会议岛联动国际会展城中心，以 360 度邻水环海为特色，打造低

强高密度的临海议事客厅；

4. 超级码头以凝聚海洋文化、提供海洋公共综合服务为特色，打造低强

中密度的城市公共文化功能中心；

5. 蓝色智港（南部产业片区）以提供多元共享、绿色智慧的产业创新空

间为核心，打造中强中密度的蓝色产业园。

第 48条 城市形态

规划区严格按照航空限高要求进行高度控制，建筑整体高度沿交椅湾大

道两侧隆起，结合 TOD 组团式隆起，滨水界面建筑高度适当降低，形成

“北高南低、局部隆起、开放绿廊”的岛式开发城市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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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际线

打造富于变化的海城天际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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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阶梯状迎风面，建筑高度不宜超

过 60 米；第二层为高层建筑天际线，通过地标设置，构建海洋新城的脊

梁，建筑高度按航空限高控制；第三层为临湿地建筑天际线，临近池鹭

河两侧适当降低建筑高度，并与国际会展城西侧建筑结合考虑，建筑高

度不宜超过 80 米。最终形成近海、中海、远海的功能梯度与空间层次。

2. 标志性建筑组群

为凸显片区海-城特色、塑造优美空间形态，降低多条蓝绿廊道两侧建筑

高度，结合轨道站点打造局部隆起，塑造组团隆起的都市群岛建筑组群。

北联通渠以北区域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120 米；景观水系以南区域受航空

限高影响较大，为保障产业片区建筑向海的景观渗透，毗邻港池用地建

筑高度不宜超过 40 米。在符合航空限高等有关要求下，通过论证可局部

放宽限高要求，打造区域标志性建筑组群。

第 49条 景观视线

1. 全景视域

结合航班俯瞰，展现海洋新城独一无二的多面海城景致，以“临水、垂

海、面海”丰富空间塑造优质城市第六立面。

2. 线性视廊

重点塑造“水巷通海”、“高速看海”的视线关系，打造 10 条东西向景观

视廊，视廊不应有遮挡自然景观视野的大体量建筑物。鼓励线性视廊两

侧以商业为主的建筑功能，营造活力商业及公共服务界面，临水鼓励采

用“滨水低街”、“林荫高街”的多层高差设计理念；垂海鼓励设置林荫

街道、二层连廊；面海鼓励建筑退台，提供丰富的空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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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条 立体复合

倡导全方位打造临水临海的立体复合空间，鼓励堤坝、建筑、景观一体

化设计，形成多基面三维公共空间。提倡海陆功能在水平与垂直向度上

的高度混合，构建海城全时活力圈。产业片区鼓励“工业上楼”，提升产

业用地利用效率，大规模提供优质、低成本的产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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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海陆统筹

第 51条 本规划以陆海统筹保护利用为中心，统筹海洋新城及周边陆海生态环境

整治、灾害防治、功能协同和设施建设，提升优化深圳西部海岸带功能，

推进陆海产业融合，实现陆海资源优势互补、产业互动、协调发展。

1. 强化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宜结合潮间带红树修复区域恢复生态

岸线，宜结合重要河流、河口进行生态化建设，优化驳岸设计，宜开展

环境检测监督工作，监督陆源污染物排海，针对航道、锚地、港池等区

域开展海漂垃圾收集、溢油防控行动。

2. 强化海岸带的安全防护：宜结合海洋新城的岛式开发特征，针对不同

陆域功能区的保护对象和灾害类型制定差异化的防灾措施。鼓励因地制

宜地采用生态化工程措施，建设生态友好型堤防工程。

3. 强化海岸带陆海功能协同关系：陆域一侧积极落实海岸陆域建设管控

协调区和核心区，加强生态安全保护和陆海功能协调，强化滨海公共开

放性。海域一侧在满足海岸安全、外海通航等需求的前提下，可协同陆

域功能，合理利用海域空间。宜结合陆域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码头设施，

强化海陆交通设施的无缝换乘和便捷联系。

4. 推进海岸带设施建设：在满足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相关要求的前提

下，宜结合公园绿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增加小型商业、健身设施等海岸

带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开发建设的总规模不超过 5

万平方米。

第 52条 本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到用海及填海的项目，应执行国家、省、市海

洋管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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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地名规划

第 53条 本片区地名应依据《深圳市地名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程序批准。

除已批准的标准地名外，本规划中的规划命名（含道路名称、桥梁名称）

仅作为地名审批的参考。规划区地名命名具体情况详见“地名规划一览

表”（表 6）。

表 6 地名规划一览表

类别
序

号
原地名 规划地名 道路等级 备注

现状

道路

1 广深沿江高速 高速公路 南接深港西部过境通道，北至广州

2 滨江大道 快速路 北至东莞、松岗，南至西乡大道

3 交椅湾大道
城市干线性

主干道
北至东莞滨海湾新区，南至滨江大道

4 沙井南环路
城市干线性

主干道
西起新沙路，东至广深公路

5 新沙路 城市主干道 南起蓝港路，东至沙井东环路

6 沙福路 城市主干道 西起新沙路，东至宝安大道

7 凤塘大道 城市主干道 西起新沙路，东至广深公路

8 展景路 城市主干道 北起沙井南环路，西至船桅路

规划

道路

1 船桅路 城市次干道 北至田园涌路，南至展景路

2 田园涌路 城市次干道 西至新沙路，东至滨江大道

3 归德路 城市次干道 西至新沙路，东至滨江大道

4 盐场路 城市次干道 西至新沙路，东至滨江大道

5 蓝港路 城市次干道 西至新沙路，东至临港路

6 和平涌路 城市次干道 西至船桅路，东至滨江大道

7 临港路 城市次干路 北至蓝港路，南至重庆路

8 银鸥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交椅湾大道

9 池鹭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交椅湾大道

10 蚝田路 支路 北至银鸥街，南至池鹭街

11 木榄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交椅湾大道

12 桐花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交椅湾大道

13 秋茄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竹节路

14 竹节路 支路 北至田园涌路，南至秋茄街

15 鼎新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为安路

16 为安路 支路 北至鼎新街，南至沙福南街

17 沙福北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为安路

18 沙福南街 支路 西至新沙路，东至为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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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

号
原地名 规划地名 道路等级 备注

19 凤塘北街 支路 西至船桅路，东至蓝帆路

20 凤塘南街 支路 西至船桅路，东至蓝帆路

21 蓝帆路 支路 北至凤塘北街，南至凤塘南街

22 扬帆街 支路 西至船桅路，东至临港路

23 云帆街 支路 西至船桅路，东至临港路

24 双港街 支路 西至船桅路，南至展景路

25 兴洋路 支路 北至蓝港路，南至展景路

桥梁

1 新沙桥

2 田园桥

3 红树桥

4 归靖桥

5 新福桥

6 盐场桥

8 和平涌桥

9 展景桥

10 听波桥

11 河口桥

12 新日桥

13 旭日桥

14 悬日桥

15 碧湾桥

16 蓝湾桥

17 海月桥

18 明月桥

19 观港桥

20 福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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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

第 54条 近期围绕完成海洋新城土地熟化工程，有序引导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城

市开发，做好远期发展用地的预控，实现近、中、远期的协调发展。

1．近期：海洋新城基本形成片区蓝绿生态骨架及基础设施框架，招商引

资和海洋产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2．中期：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海洋产业生态体系，基

本完善城市公共配套，初步形成产城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局面。

3．远期：全面完成规划目标，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生态环境

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和产业创新高

地、彰显海洋综合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先锋。

第 55条 实施重点

1．基础设施建设：近期强化海洋新城对外市政和交通联络通道的建设，

重点拉通沙井南环路、展景路，保障海洋新城与会展岛基础设施衔接。

同时积极推进片区内主要市政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海洋新城的开发

需求提供必要的配套需求。

2．海洋新兴产业基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谋划推动海洋产业重大项目，

为海洋新城未来开发建设夯实产业基础，形式示范效应。

3. 综合开发：结合土地的规划用途，可通过土地租赁、成片土地出让等

具体开发模式实现各项工程、功能、建设的统筹，促进土地开发效益提

升，带动片区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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