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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述 

一、 调整背景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编制层次，是衔接城

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建设实施管理的中间环节，

是指导城市规划调控，城市土地开发和各项建设活动的直接依据。然

而，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城市建设发展的各

种不确定因素，诸如规划设计前瞻性不足，社会经济发生重大改变，

区域发展战略与定位的重新安排，规划体系改革与规划时效性减弱等

情况的出现，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结合当前发展实际作出必要的调整。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四平市中心城区项目集聚，产业链

条纵深发展，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关键区域，重点发展循环经济、换

热器、汽车零部件等产业，为中心城市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四

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批复以来开发区项目规划与建

设严格遵循总体规划及相关规划要求组织编制，总体规划确定的该区

域路网结构与用地布局也符合开发区发展实际与需要。为了更好的承

接落实上位规划要求，使开发区的建设管理更加科学、有序，开发区

委托相关规划设计单位编制了《四平红嘴经济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下文称原控制性详细规划）。 

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实体经济困难突出，国内

需求疲弱，一些地方发展动力不足，加之去年年底以来新冠疫情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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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

战。然而，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我国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思路，国内经济持续复

苏，开发区也迎来了疫情后的发展新机遇。 

在国家城乡规划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领域出

现重要转变的形势下，原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无法满足当前开发区的发

展需求，特别是道路系统规划、用地布局与实际操作矛盾较为突出，

对开发区的建设与管理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开发区原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部分内容作出必要调整。本次调整主要是针对原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道路交通及用地规划的局部调整。 

二、 调整范围 

本次将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即北至吉安路-财富大路-环城

公路-康平路，南至北河沿线，西至金鹰街， 东至虹桥街-慧智街-

新华大街，总面积 2715 公顷区域内的道路网作为研究范围，与原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范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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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地范围 

三、 调整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吉林省城乡规划管理条例》；

3.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5.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6.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7.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8. 《四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

9. 《四平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6-2030 年）》；

10.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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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

12. 现场采集及其他方式收集的资料。

四、 调整原则 

1. 整体协调原则

全面分析规划交通体系对开发区及城市发展的影响，统筹规划开

发区道路网结构，承接并落实好上位规划要求，注重开发区内部规划

道路与区域外道路的良好、有效衔接，协调好规划道路与现状道路及

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 

2. 因地制宜原则

根据开发区不同区域位置、地形地貌、功能定位的差异，合理安

排道路网密度、平纵线型设计、高程竖向及断面形式，从而实现规划

道路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功能上能够完全与周边用地布局相

适应。 

3. 提效促产原则

顺应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变化，结合开发区近远

期发展需要，通过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开

发区建设管理要求，优化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土地增

值潜力，促进产业快速落地，保持社会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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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路系统调整论证 

一、 现状道路情况 

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部干路主要包括环城公路、文博路、文凯

路、兴红路、迎宾街、虹桥街、开平街等道路。环城公路、迎宾街作

为联系开发区与四平市主城区的道路，道路等级较高；文博路、兴红

路是开发区联系东西向各个功能组团的道路；其余道路是开发区内部

的次干路以及村庄道路，道路等级低。 

总体而言，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主、次干路道路骨架已初见形态，

但路网尚不成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内部支路系统不畅通，多为村

庄道路，组织混乱。大片的村庄地区存在 T 字、错位、异型交叉口、

瓶颈路较多，直接影响了交通可达性和运行效率。支路严重缺乏，机

动车通行困难，导致应由支路承担的地块出行交通和集散功能由主次

干道承担。普遍存在道路转弯不规范、村庄道路组织混乱的问题，亟

需规划予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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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道路交通现状图 

二、 控规路网规划情况 

(一) 规划目标 

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整体道路格局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内外协

调、等级明确、与土地利用布局协调发展的道路交通体系，提高园区

整体交通水平，使之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 

(二) 路网结构 

道路系统：园区道路系统由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个

等级道路组成。合理配置道路网等级配比，提高支路网密度。 

规划形成“五横五纵一半环”的主干路网系统。五横为财富大路、

文畅路、康平路、兴红路、兴达路。五纵为开平街、虹桥街、慧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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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街、新华大街。一半环为环城公路。 

 
图 3 道路系统规划图 

表 1 规划主要道路一览表 

道

路

等

级 

道路名称 
起讫点（规划范

围内） 

红线 

宽度

（米） 

绿线 

宽度

（米） 

道路板式 
长度 

（千米） 

断面

符号 
断面形式 

快

速

路 

环城公路 

兴达路—— 康

平路 
60 260 

主线高架、

两侧辅道 
1.8 A1 

3.0+3.0+2.0+10.5

+1.0+21.0+1.0+10

.5+2.0+3.0+3.0 

康平路—— 虹

桥街 
60 100 

主线高架、

两侧辅道 
3.5 A1 

3.0+3.0+2.0+10.5 

+1.0+21.0+1.0+10

.5+2.0+3.0+3.0 

北河——兴达

路 
50 —— 

主线高架、

两侧辅道 
0.4 B3 

3.0+3.0+7.5+1.0+ 

21.0+1.0+7.5+3.0 

+3.0 

虹桥街—— 慧

智街 
50 90 

主线高架、

两 

侧辅道 

1.0 B3 

3.0+3.0+7.5+1.0+ 

21.0+1.0+7.5+3.0 

+3.0 

主

干

路 

开平街 

财富大路— 

—黄金大路 
50 80 两块板 0.8 B1 

6.0+15.0+8.0+15. 

0+6.0 

黄金大路— 

—北河 
50 70 两块板 4.2 B1 

6.0+15.0+8.0+1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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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街 
财富大路— 

—北河 
50 90 两块板 5.6 B1 

6.0+15.0+8.0+15. 

0+6.0 

慧智街 
环城公路— 

—北河 
50 80 两块板 4.3 B1 

6.0+15.0+8.0+15. 

0+6.0 

北迎宾街 
康平路—— 北

河 
46 63 三块板 1.6 C 

6.0+6.5+3.0+15.0 

+3.0+6.5+6.0 

新华大街 
康平路—— 北

河 
46 80 三块板 1.4 C 

6.0+6.5+3.0+15.0 

+3.0+6.5+6.0 

财富大路 
金鹰路—— 

虹桥街 
50 70 两块板 5.7 B1 

6.0+15.0+8.0+15. 

0+6.0 

文畅路 
北河——慧智

街 
50 90 两块板 6.4 B1 

6.0+15.0+8.0+15. 

0+6.0 

康平路 
吉安路—— 新

华大街 
60 160 两块板 7.1 A1 

6.0+7.0+2.0+14.0 

+2.0+14.0+2.0+7. 

0+6.0 

兴红路 

（文畅路

以南） 

文畅路—— 新

华大街 
60 80 三块板 6.2 A3 

11.0+7.5+4.0+15. 

0+4.0+7.5+11.0 

兴达路 

（环城公

路以西） 

文畅路—— 环

城公路 
60 68 四块板 2.3 A4 

8.0+7.5+2.5+11.0 

+2.0+11.0+2.5+7. 

5+8.0 

次

干

路 

开平街 
吉安路—— 财

富大路 
30 50 一块路 0.4 E1 6.0+18.0+6.0 

金鹰街 
吉安路—— 金

角东路 
30 —— 一块路 3.2 E1 6.0+18.0+6.0 

兴红路 

（文畅路

以北） 

吉安路—— 文

畅路 
30 —— 一块板 1.6 E1 6.0+18.0+6.0 

拓展街 
吉安路—— 文

畅路 
30 —— 一块板 1.6 E1 6.0+18.0+6.0 

颂平街 
吉安路—— 文

畅路 
30 —— 一块板 2.4 E1 6.0+18.0+6.0 

嘉昌街 
财富大路— 

—黄金大路 
30 —— 一块板 0.8 E1 6.0+18.0+6.0 

亨智街 
财富大路— 

—北河 
30 —— 一块板 5.6 D 12.0+16.0+12.0 

融达街 
财富大路— 

—环城公路 
30 —— 一块板 0.8 E1 6.0+18.0+6.0 

开平西街 
康平路—— 兴

达路 
40 —— 一块板 1.8 D 12.0+16.0+12.0 

太平沟街 
福庆路—— 兴

达路 
30 —— 一块板 3.9 E1 6.0+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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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街 
康平路—— 

兴达路 
30 —— 一块板 1.3 E1 6.0+18.0+6.0 

吉安路 
金鹰街—— 开

平街 
30 —— 一块板 0.3 E1 6.0+18.0+6.0 

福祥大路 
金鹰街—— 虹

桥街 
30 —— 一块板 5.6 E1 6.0+18.0+6.0 

黄金大路 
金鹰街—— 

虹桥街 
30 50 一块板 5.4 E1 6.0+18.0+6.0 

金角西路 
兴达路—— 环

城公路 
30 —— 一块板 2.6 E1 6.0+18.0+6.0 

金角东路 
兴达路—— 康

平路 
30 —— 一块板 1.8 E1 6.0+18.0+6.0 

兴达路 
环城公路— 

—新华大街 
30 38 一块板 4.5 E1 6.0+18.0+6.0 

北山路 
黄金大路— 

—迎宾街 
30 —— 一块板 5.4 E1 6.0+18.0+6.0 

文博路 
环城公路— 

—慧智街 
40 —— 一块板 2.7 D 12.0+16.0+12.0 

文硕路 
亨智街—— 慧

智街 
30 40 一块板 1.4 E1 6.0+18.0+6.0 

文贵路 
开平街—— 

慧智街 
40 —— 一块板 2.3 D 12.0+16.0+12.0 

福庆路 
虹桥街—— 慧

智街 
30 —— 一块板 0.9 E1 6.0+18.0+6.0 

福缘路 
太平沟街— 

—慧智街 
30 —— 一块板 0.5 E1 6.0+18.0+6.0 

支

路 

金角中路 
兴达路—— 兴

红路 
30 —— 一块板 0.9 E1 6.0+18.0+6.0 

创业西路 
开平西街— 

—亨智街 
30 —— 两块板 1.1 E2 

6.5+7.5+2.0+7.5+

6.5 

创业路 
虹桥街—— 新

材街 
30 —— 两块板 2.2 E2 

6.5+7.5+2.0+7.5+

6.5 

新材街 
兴红路—— 兴

达路 
30 —— 一块板 0.5 E1 6.0+18.0+6.0 

文凯路 
北山路—— 慧

智街 
22 —— 一块板 4.1 F 4.0+14.0+4.0 

支一路 
北山路—— 

环城公路 
22 —— 一块板 2.0 F 4.0+14.0+4.0 

支二路 
开平街—— 经

一街 
22 —— 一块板 0.3 F 4.0+14.0+4.0 

经一街 
黄金大路— 

—文畅路 
22 —— 一块板 0.5 F 4.0+14.0+4.0 

经二街 黄金大路— 22 —— 一块板 0.4 F 4.0+1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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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畅路 

经三街 
黄金大路— 

—金角西路 
22 —— 一块板 0.8 F 4.0+14.0+4.0 

经四街 
兴达路—— 康

平路 
22 —— 一块板 1.7 F 4.0+14.0+4.0 

(三) 标准横断面设计 

1. 快速路 

快速路环城公路（规划区段）采用主线全线高架，起点为环城公

路北河桥，终点与巨丰互通立交桥相接。高架主线设双向 4 条机动车

道加两侧各一条应急车道，行车速度 60-80km/h。主线两侧设辅道，

与各相交道路平交。控制红线宽度为 50-60 米， 

2. 主干路 

规划主干路视不同情况，采取三块板或四块板形式，双向 4-8 条

机动车道。鼓励中间或两侧设置绿化隔离带，控制红线宽度为 46-60

米，行车速度 40-60km/h。断面形式设计应重点考虑道路功能和两侧

具体的开发用途；主干路上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应分道行驶；绿化以

行道树和密集种植的灌木有效隔离人行道和机动车道。 

3. 次干路 

道路断面采用一块板形式，双向 4 条机动车道，考虑到园区的具

体情况，红线控制宽度 30-40 米，行车速度 30-40km/h。 

4. 支路 

支路直接服务于园区土地利用，是园区道路系统构成和交通集散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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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断面采用一块板或两块板形式，红线控制宽度 22-30 米；至

少保障双向 2 条机动车道通行，行车速度 20-30km/h；需要充分考虑

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道路用地条件较好的路段，可设置路边临时停车

区并实行规范管理。 

图 4 道路断面图

(四) 交叉口设计

环城公路（规划区段）高架主线在兴达路、康平路、开平街、虹

桥街设互通式立交，与其他相交道路设分离式立交，净空 4.5m。其

它道路均为平交，根据实际交通通行需要进行交叉口的交通工程优化

设计，规范车辆行驶、减少车流冲突，有效组织车流有序地经过交叉

口，最大限度地发挥道路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有效地保证行人和自

行车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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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平面定位规划图

(五) 机动车出入口控制

城市主干路与主干路相交，距交叉口 70 米内禁止设机动车出入

口；主干路与次干路相交，距交叉口主干路 70 米内、次干路 50米内

禁止设机动车出入口；主干路与支路相交，距交叉口主干路 70 米内、

支路 30 米内禁止设机动车出入口；次干路与次干路相交，距交叉口 

50 米内禁止设机动车出入口；次干路与支路相交，距交叉口次干路

50 米内、支路 30 米内限制设机动车出入口；支路与支路相交，距交

叉口 30 米内禁止设机动车出入口。个别条件限制但确须开设机动车

出入口的须经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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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整的必要性 

(一) 控规规划道路实施难度较大 

通过分析和梳理发现，原控制性详细规划道路红线存在三个问题。

其一，规划道路红线侵占部分已经批准手续、正在施工及建设完成的

项目用地，例如黄金大路侵占四平市烟厂建设用地，虹桥街规划红线

局部侵占红色教育基地用地等；其二，规划道路红线与现状道路线位

存在冲突，例如规划兴达路与现状建成的兴达路道路线位存在偏差；

其三，部分道路实施建筑物拆迁量较大。因此，调整道路红线宽度和

平面线位是必要的。 

(二) 城市绿线规划缺乏整体性

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取消了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部分道路城

市绿线，导致部分城市道路城市绿线控制标准不一致。例如，规划文

贵路、福庆路、文硕路在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侧没有城市绿线，但

进入东侧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区后道路城市绿线依然存在。城市绿线控

制的不一致，将对城市道路的建设与使用、道路沿线景观造成不利影

响。为延续四平市道路网整体的统一性，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城市

绿线的调整是必要的。 

(三) 道路断面不统一

在道路规划中，原则上同一条道路宜采用相同形式的横断面。但

在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部分道路规划断面形式未统筹考虑，致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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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在红嘴开发区内外的断面形式不一致，例如，文博路现状已经

建设完成，车行道为 24 米宽，而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车行道为

16 米，规划断面与实际不符。为确保本区域城市道路网建设实施科

学有序，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道路断面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外环路规划不尽合理

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开发区段的外环路规划采用高架方案，但

目前四平市其余区段外环路均采用平面快速路方案，快速路只在与重

要城市主干路相交时，采用立体交叉形式。为保证红嘴经济技术开发

区外环路与四平市外环路有效对接，保持四平市外环路的统一、协调

性，减少工程造价，本次对于外环路高架方案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调整内容 

(一) 调整道路平面线位 

尊重现状、因地制宜，仔细调查现状基础情况，结合规划道路两

侧用地的实际情况，对规划道路平面定位做适当调整。例如，将规划

开平街向东偏移，亨智街适当取消中间部分折线，虹桥街局部调整远

离红色教育基地，太平沟街远离已批建设项目。对原规划需拆迁大量

建筑的兴达路，重新调整，利用现状已有的道路扩建，减少拆迁成本

等调整方案。本次规划共调整道路 14 条，具体项目见下表。 

表 2 调整平面线位道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起止（讫）点 长度（米）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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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达路 金角西路-开平街 1833 

2 创业路 开平西街-亨智街 1083 

3 兴红路 环城路-亨智街 1471 

4 北山路 虹桥街-迎宾街 1872 

5 文博路 太平沟街-慧智街 449 

6 文凯路 太平沟街-慧智街 457 

7 文贵路 开平街-慧智街 2361 

8 福庆路 虹桥街-慧智街 953 

9 亨智街 财富大路-环城路 1354 

10 亨智街 康平路-兴达路 1639 

11 虹桥街 康平路-兴红路 878 

12 太平沟街 福庆路-兴达路 3775 

13 新材街 兴达路-康平路 477 

14 黄金大路 金鹰街-虹桥街 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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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调整平面线位道路位置示意图 

(二) 调整道路红线宽度

根据相关道路主、次干路等级，结合已批准规划情况，适当调整

部分道路的红线宽度，北山路由红线宽度 30 米改为红线宽度 40 米，

友谊街部分道路红线宽度由 30 米改为 12 米等方案。本次规划共调整

道路 6 条，具体项目见下表。 

表 3 调整红线道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起止（讫）点 长度（米） 
原道路红线宽

度（米） 

调整后道路红线

宽度（米） 

1 文博路 环城路-慧智街 2735 40 30 

2 友谊街 兴红路-兴达路 576 30 12 

3 北山路 环城路-迎宾街 3698 30 40 

4 环城路 兴达路-虹桥街 5214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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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平西街 康平路-兴达路 1735 40 30 

6 太平沟街 福庆路-兴红路 3770 30 40 

图 7 调整红线道路位置示意图 

(三) 调整道路横断面

结合现状建设和编制情况，考虑远期交通量增长，适当调整部分

道路的横断面形式，横断面设计应按道路等级、服务功能、交通特性，

结合各种控制条件，在规划红线宽度范围内合理布设，原则同一条道

路宜采用相同形式的横断面。本次规划共调整道路 17 条，具体项目

见下表。 

表 4 调整断面道路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讫点（规划范围内） 原断面形式 调整断面形式 

1 环城公路 兴达路—康平路 
3+3+2+10.5+1+21+1+10.5

+2+3+3
6+15+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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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平路—虹桥街 
3+3+2+10.5+1+21.0+1.+1

0.5+2+3+3 
6+15+8+15+6 

北河—兴达路 3+3+7.5+1+21+1+7.5+3+3 6+15+8+15+6 

虹桥街—慧智街 3+3+7.5+1+21+1+7.5+3+3 6+15+8+15+6 

2 虹桥街 康平路—兴红路 6+15+8+15+6 17.5+15+17.5 

3 迎宾街 康平路—兴红路 6+6.5+3+15+3+6.5+6 
4.5+14.5+8+14.5+

4.5 

4 迎宾街 兴红路—南边界 6+6.5+3+15+3+6.5+6 
4+6.5+5+15+5+6.5

+4

5 新华大街 兴红路—南河 6+6.5+3+15+3+6.5+6 
6.5+7+2+15+2+7+6

.5 

6 文畅路 环城路—慧智街 6+15+8+15+6 9+12+8+12+9 

7 康平路 吉安路—新华大街 6+7+2+14+2.0+14+2+7+6 10+15+10+15+10 

8 兴红路 文畅路—新华大街 11+7.5+4+15+4+7.5+11 
10.5+6.5+5+16+5+

6.5+10.5 

9 兴达路 文畅路—环城公路 
8+7.5+2.5+11+2+11+2.5+

7.5+8 
10+15+10+15+10 

10 开平西街 康平路—兴达路 12+16+12 6+18+6 

11 太平沟街 兴红路—福庆路 6+18+6 12+16+12 

12 太平沟街 兴红路—兴达路 6+18+6 4+22+4 

13 友谊街 兴红路—兴达路 6+18+6 2+8+2 

14 北山路 黄金大路—迎宾街 6+18+6 12+16+12 

15 文博路 环城公路—慧智街 12+16+12 3+24+3 

16 创业路 虹桥街—新材街 6.5+7.5+2+7.5+6.5 4+8+6+8+4 

17 文凯路 环城路—慧智街 4+14+4 5+12+5 

18 新华大街 兴红路-康平路 6+6.5+3+15+3+6.5+6 
4.5+14.5+8+1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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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调整断面道路位置示意图 

(四) 增加城市绿线 

依据《四平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6-2030 年）》相关规

定，“规划城市主干路两侧预留 10 米-20 米城市绿线，次干路两侧

预留 5-10 米城市绿线，支路两侧预留 5-10 米城市绿线”。根据园区

道路断面的具体等级和宽度，差异化增加 5-10 米的城市绿线，使绿

化效果最大。本次规划共调整道路 10 条，具体项目见下表。 

表 5 增加城市绿线道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起止（讫）点 长度（米） 城市绿线（米） 

1 北山路 环城路-迎宾街 3698 10*2 

2 文博路 环城路-慧智街 2735 5*2 

3 文硕路 亨智街-慧智街 143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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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贵路 开平街-慧智街 2361 5*2 

5 福庆路 虹桥街-慧智街 953 10*2 

6 开平西街 康平路-兴达路 1735 10*2 

7 亨智街 环城路-南边界 4278 5*2 

8 太平沟街 福庆路-兴红路 3106 5*2 

9 友谊街 兴红路-康平路 738 10*2 

10 迎宾街 康平路-南边界 1604 17*2 

 
图 9 增加城市绿线道路位置示意图 

(五) 增加和取消道路 

开发区控规批复后，四平市政府最新规划方案，取消支路福缘路

（太平沟街-慧智街）段，增加次干路新材街（兴红路-康平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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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增加取消道路位置示意图 

(六) 调整外环路高架 

依据《四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年）》对城市外环路的

整体定位，“将现状公路环路规划调整为城市快速路，承担过境交通

的分流和组织以及各城市组团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为保证全市外

环路道路的统一和协调性，减少工程造价，调整园区对城市外环路高

架桥方案，采用四平市统一的平面快速路方案，快速路只在与兴达路、

康平路、开平街、虹桥街采用全互通的分立立体交叉形式，其它道路

与快速环路相交，道路采取右进右出形式。环城路调整长度 6819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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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调整外环路道路位置示意图 

(七) 调整立交形式 

参照《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和相关立交桥用地控制方案，

综合考虑虹桥街与外环路交叉口已经建设的加油站和天然气门站的

实际情况，调整原虹桥街与环城路的立交形式，由原来的苜蓿叶型立

交调整为双喇叭形式立交，规划立交采取全互通立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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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调整立交位置示意图 

通过对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道路系统的调整，不但能够满足开

发区建设的实际需求，提高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水平，也将

带动开发区经济持续发展，提升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经济

资源、环境资源、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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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调整后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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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用地布局调整论证 

一、 现状用地情况 

从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范围的整体土地利用现状来看，基地

大部分用地为农林用地与工业用地，其他各类建设用地均较少。 

现状居住用地主要分布在规划区东南侧，相对集中，以二类 、

三类居住用地为主；村庄建设用地分布较散、规模不均，分布在基地

的西北侧。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主要集中于迎宾街两侧，服务范围有限，

现状村庄的内部服务设施较为缺乏，很难覆盖规划范围内的所有地区。 

现状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环城公路以南，以二类、三类工业为主。

康平路以北为工业集中区，以南区域工业用地与居住及公建用地混杂，

对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现状开发区内部已建成的公园绿地较少，仅有红嘴天鹅湖公园和

西湖公园。现状村庄内部分布有少量街头绿地。整个区域内开敞空间

严重缺乏，不能满足区域内居民和产业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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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现状用地图 

二、 控规用地布局规划情况 

(一) 居住用地 

在规划区内共形成三个居住组团：东部居住组团、中部居住组团、

西部居住组团。 

东部居住组团：位于新华大街、康平路、太平沟街、北河所围合

的区域。规划主要通过功能置换、配套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公用基

础设施，改善现状居住环境，并依托北河及紧邻中心城区打造居住组

团。 

中部居住组团：位于环城公路、康平路、太平沟街、北河所围合

的区域。规划主要通过企业搬迁功能置换，依托西湖公园及红嘴天鹅

湖公园打造居住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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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居住组团：位于黄金大路、北山路、环城公路、兴达路所围

合的区域。依托综合服务中心打造高品质居住组团，为整个规划区的

居住配套服务。 

农民安置住宅用地分别位于东部居住组团的太平沟街与兴达路

交叉口北侧地块以及文畅路与兴红路交叉口西北侧地块。 

在规划服务用地方面，集中安排居住小区级的行政办公、文化体

育、教育设施、医疗卫生服务、商业及其他设施等。其中相互不干扰

设置的可混合设置。 

(二) 公共设施用地

1.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行政办公设施用地规划保留位于迎宾街两侧的管委会、国税局、

地税局等用地；在文畅路与慧智街西北侧规划集中行政办公用地一处

逐步将区级的行政办公设施集聚建设。 

文化设施用地规划保留虹桥街与兴虹路西北角的文化设施用地；

规划区级文化中心一处位于兴红路与开平西街西南侧，一处位于兴红

路与友谊街西南侧；居住区级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兴红路与金角西路西

北侧，服务西部居住组团；中部和东部居住组团由片区级文化中心服

务，不单独设置居住区级文化活动中心。 

教育科研用地中，中等专业学校为四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位

于新华大街西侧地块；规划小学 7 所，中学 3 所，高中 2 所；规划结

合综合服务中心设置教育研发设施用地，为企业研发、孵化等提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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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表6 小学规划一览表 

表7 初中规划一览表 

序 号 位 置 规模（公顷） 班级数（班） 

1 兴红路与金角中路西南侧 3.38 36 

2 北山路与开平街东南侧 3.35 36 

3 友谊街与兴达路西北侧 2.93 30 

总计 9.66 102 

表8 高中规划一览表 

序 号 位 置 规模（公顷） 班级数（班） 

1 创业西路与开平街西南侧 4.05 48 

2 友谊街与北山路西北侧 3.43 36 

总计 7.48 84 

体育设施用地、医疗卫生设施、社会福利用地人均用地指标均达

到《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中规定的大城市人均用地的要求。 

2.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规划在综合服务中心、现代农机生产基地设置区级商业设施，以

序 号 位 置 规模（公顷） 班级数（班） 

1 金角西路与金鹰街西北侧 2.63 36 

2 兴红路与金角东路西北侧 2.53 30 

3 创业西路与开平西街东南侧 2.71 36 

4 北山路与开平街东南侧 2.59 36 

5 兴红路与太平沟街西北侧 2.53 30 

6 北山路与友谊街东南侧 3.49 48 

7 兴达路与新材街南侧 1.08 12 

总计 17.56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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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商业综合体、金融贸易、专业市场等项目为主；结合居住组团

规划 3 处居住区级中心，主要以社区商业、沿街商业等为主，服务组

团内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结合工业片区设置 4 处工业邻里中心，主要

为园区工人打造“一站式”服务模式，功能以饭店、超市等功能为主 

规划商务用地主要集中在科技信息产业区，打造成为四平北部地

区的商务金融中心，集中发展商业金融、大数据产业、商务办公、信

息咨询、总部经济、众创空间等现代服务业。 

规划沿兴红路设置 3 处娱乐康体用地，分别服务东部、中部、西

部居住组团，包括社区级电影院、网吧等功能。 

规划设置 11 处加油站，现状保留 4 处，新建 7 处，全部为二级

或三级站。 

3. 工业用地与物流仓储用地 

规划工业用地中，对现状康平路以南的工业用地退二进三，以主

要道路分隔形成工业组团发展模式，形成先进装备制造、健康医药食

品、新型材料产业三个产业区。 

规划在财富大路和康平路的西北侧、康平路北开平街两侧设置物

流仓储用地，初期服务对象以制造业为主， 目标打造为生产服务型

物流园区；未来逐渐向综合型物流园区转型。 

4. 绿地与广场用地 

规划区绿地系统形成“一心、六带、多点”的布局结构。“一心”

为综合服务中心形成的城市景观核心空间；“六带”指北河滨水景观

带、龙溪河滨水景观带、康平路绿化景观带、外环生态景观带、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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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河滨水景观带和虹桥街景观带；“多点”指分布于规划区的多个公

园绿地。 

滨水景观公园带沿北河和龙溪河分布，结合滨水公共服务设施及

其他景观节点， 提供滨水型休闲游憩空间；规划范围内主要形 4 个

城市公园，分别为红嘴博展公园、红嘴中心公园、红嘴天鹅湖公园和

西湖公园；小区级公共绿地着承担市民交往、健身及儿童活动的功能，

一般位于居住社区公共服务中心附近，具有较好的交通可达性，面积

为 1-2 公顷。 

生产防护绿地主要沿环城公路、开平街两侧布置；快速路沿线的

防护绿带宽度在 20-100米，主干路沿线的防护绿带宽度在 10-20米。 

 
图 15 土地使用规划图 



- 31 - 

 

 
图 16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图 17 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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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绿地系统规划图 

三、 调整必要性 

(一) 紧抓发展机遇，推进产业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平考察期间，重点了解了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经

营等情况。在此前赴东北考察时，他曾强调“要用规模经营提升农业

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

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四平市农业机械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和较好

的产业基础，为了推进农机装备制造升级，四平市委、市政府积极与

国内优秀的农业机械机构及企业寻求战略合作，并将农机装备制造产

业聚集区定位在了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原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部分工业、商业与教育科研用地的布局已经无法满

足当前发展的要求，需要通过用地的调整使其更加符合农业机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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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条件。 

(二) 优化空间布局， 增加土地收益

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推进工业产业的同时，也正在谋求产

业转型，教育研发、景观生态、高端居住、商服配套等产业成为未来

开发区绿色、高品质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产业引进与整合，将有效提

升开发区生活工作环境，推动工业企业集聚发展，为区域注入人流和

活力，增加区域土地价值，带动区域经济增长。为了使优质项目顺利

落位，用地布局更加科学合理，需要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居住、

商服、绿地及公用设施用地进行局部优化，以充分激发开发区范围内

土地的价值与潜力。 

(三) 完善用地规划，服务建设管理

《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后，在实际操

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其中的部分内容与上位规划、现状建设状况存在矛

盾，特别是道路系统规划与开发区现状道路及项目用地的冲突较大，

给道路和项目规划设计、建设管理造成了较大不便，因此，需要对这

部分内容进行必要调整。对原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平面、定位及断面

形式调整后，势必对用地布局、规模及指标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为

了使调整后的道路体系与用地布局相契合，用地规划也要做出相应调

整。调整后，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将更加科学合理，并符合开发区未

来建设发展需要，规划成果也将更好的服务于开发区项目建设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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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 

四、 调整内容 

结合开发区实际与未来建设发展需求，本次对部分地块用地性质

做了相应调整。 

1. 将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并对区域内的中小学用

地布局做了调整。 

按照开发区实际项目需要，将创业路南侧，太平沟街东侧规划居

住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由于中小学用地包含了小学、初中及高中

职能，因此，从服务人口、服务范围及规划合理性的角度考虑，本次

调整将兴虹路北侧，太平沟街西侧的小学取消，将北山路南侧，友谊

街西侧的高中取消，其他中小学用地位置规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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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用地调整示意图 

2. 将规划公园绿地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

将沿兴达路南侧，亨智街两侧公园绿地调整为居住用地，形成高

品质居住空间，与西湖湿地公园交相呼应，体现融合生态、至美宜居

的建设理念。与此同时将这部分公园绿地调整至北河南岸，西湖路以

东，与北侧绿地连成一体，在确保公园绿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扩大

绿地整体规模，发挥更大的生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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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用地调整示意图 

3. 对文硕路南侧，慧智街西侧部分用地性质进行重新梳理

按照开发区农机产业布局需要，对园区东北侧部分用地性质进行

了再规划，确保用地符合产业发展要求。具体调整内容为： 

（1） 将文硕路南侧，虹桥街东侧教育科研用地调整为二类工业

用地；将文畅路北侧，太平沟街西侧医疗卫生用地调整为公园绿地； 

（2） 将文畅路北侧，太平沟街东侧行政办公用地调整为教育科

研用地； 

（3） 将文畅路南侧，慧智街东侧两块教育科研用地调整为二类

工业用地； 

（4） 将文博路南侧，慧智街东侧地块由商业用地调整为二类工

业用地及部分商业用地，并将地块内的停车场用地调整到了教育科研

用地北侧，慧智街西侧，以服务农机产业园科研会展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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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用地调整示意图 

4. 将规划居住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及防护绿地

依据开发区企业发展需要，将兴红路北侧，慧智街西侧规划居住

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为了降低工业用地对居住用地的不利影响，

在工业用地外围规划了二十米宽的防护绿地。 

图 22 用地调整示意图 

5. 将规划商业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

按照开发区项目发展要求，将文畅路南侧，亨智街西侧商业用地

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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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用地调整示意图 

6. 将规划加油加气站用地和供燃气用地的位置做了相应调整

结合加油加气站及燃气门站项目的实际位置，对原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两类用地的位置进行了调整。 

图 24 用地调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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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用地性质为混合用地的地块进行性质拆分调整

对混合用地性质的调整主要从三方面考虑： 

首先，城市用地分类标准中没有混合用地的提法； 

其次，我市没有与混合用地相关的地方规定； 

第三，控规中用地兼容性的内容已经考虑到了一个地块多种使用

功能的情况，并有明确规定，因此，混合用地和用地兼容性内容有所

交叉。 

因此，为了契合相关标准规定，避免用地审批时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修改取消了混合用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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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用地调整示意图 

图 26 调整后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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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及建议 

一、 论证结论 

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依据四平市城市总体规划、四平红嘴经

济开发区分区规划与开发区的现实需求，主要对区域内道路网及用地

布局进行了局部调整。通过本次论证，调整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更加

符合上位规划的控制要求，符合四平红嘴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实际。因

此，此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是必要可行的。 

本次对于《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论

证，是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程序要求的基础上，对规划成果的进一步

优化与完善，同时满足开发区的发展需求。 

二、 下一步建议 

1. 尽快启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工

作。 

2. 将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情况及时纳入四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

修编内容，并做好与四平市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3. 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