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一章  总述 

第一条  规划背景  

为适应贵阳市城市发展新要求，促进贵阳市公平共享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加快朱昌组

团打造和整体开发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和用地布局，强化规划管理，保障规划实施，编制本

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 74号）； 

    2、《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3、《贵阳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办法》（政府令 2016年第 42号）； 

    4、《贵阳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办法（试行）》（2013年 1月）； 

    5、《关于对贵阳市建设项目建筑密度及容积率控制指标相关要求(试行)》； 

    6、《贵阳市新建改建居住区教育配套设施管理规定（暂行）》（2014 年 3月） 

    7、《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政府令第 31号）； 

    8、《贵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2017年修订）； 

9、《贵阳市中心城区控规组团及单元划定规划》； 

10、《贵阳市中心城区开发强度分区规划》； 

    11、《贵阳市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规划》；  

    12、《贵阳市市区中小学布局规划》； 

13、《贵阳市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14、《贵阳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 

15、《村镇规划编制办法》（试行）（建村〔2000〕36号） 

16、《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 

17、《镇（乡）规划标准》（征求意见稿） 

18、《村庄整治技术规范》（ GB50445-2008 ） 

19、《贵州省城乡规划条例)》（建 2011）  

20、《贵州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规划》（2016-2020） 

21、《贵州省整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22、《贵州省整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23、《贵州省整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10+N”行动计划建设指导要点（试行）》（2017-2020

年） 

第三条  组团边界 

朱昌组团位于观山湖区西北部，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百花湖畔，东、南面分别与金麦社区、

金华镇连接，西面与百花湖乡接壤，北抵修文县和白云区。朱昌组团含朱昌镇及观山湖区上

麦村部分区域，涉及 12 个行政村和 5 个居委会，总面积 57.50 平方公里。 

第四条  规划定位  

规划将朱昌组团定位为：建设大数据、大健康产业-民俗文化-康体旅游“三位一体”，

科技、文化、生态融合发展为特征的特色组团；打造集“游、医、养、学”为一体的综合性

健康旅游休闲养生示范基地。 

第五条  规划规模 

规划建设用地 10.26 平方公里，其中城乡居民点建设用地 9.50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

地 8.84 平方公里，镇乡村建设用地 0.66 公顷（详见附图 02，附表 01）。居住人口 5.7 万人，

建筑总量不超过 1009.88 万平方米，其中居住、商业建筑 717.60 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建

筑施、公用设施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建筑合计 208.90 万平方米，产业建筑 43.00 万平方米,

镇乡村建筑面积 40.38 万平方米。毛容积率 1.06，净容积率 1.9。 

第二章  产业引导与功能结构 

第六条  产业引导 

1、文化+科技，加快建设朱昌小镇：充分挖掘朱昌镇的文化资源，打造朱昌特色旅游小

镇和特色美食街，围绕“大数据”的研发与应用，加速大数据产业聚集，助力智慧城市、智

慧旅游建设。 

2、依托轨道站点、轻轨停保场发展轨道经济：轨道经济将成为朱昌组团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3、联合百花湖乡、金华镇，形成环湖健康养身产业聚集带：整合挖掘本区域的生态、

气候、山林、文化等养生资源与生态资源优势，推动医疗、养生、养老、旅游嫁接融合，运

用中国传统养生理念及现代健康理念，大力发展度假养生、文化养生、滋补养生、康体养生

等养生业态。 

4、推进朱昌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以打造“百花生态小镇”为重点，在环百花湖美丽



乡村示范带上建设一批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示范点和乡村旅游精品客栈，积极发展乡居生活、

乡愁体验、田园度假、山水观光、休闲娱乐等旅游业态。 

第七条  功能结构   

规划形成“双心、两轴、四廊、五区”的布局结构 

双心：以轻轨场站为带动发展起的城市发展极核，以朱昌小镇为核心的旅游创新极核； 

两轴：横向依托百花大道-金朱西路形成的复合型旅游产业轴、纵向依托金湖路形成的

城乡一体化发展轴； 

四廊：以宋家冲河、上麦西河等四条水系及周边公共开放空间形成的四条景观廊道； 

五区：小镇板块、 TOD 板块、教育板块、科研板块、服务板块 

第三章  道路与交通设施规划 

第八条  区域交通规划  

强调与周边重要交通枢纽设施的交通联系，充分利用周边对外交通设施，增强区域的对

外联系优势，将朱昌组团的城市交通网络纳入到整个贵阳市中心城区交通网络进行统一规划，

通过贵黔高速公路、修金蔺高速、环城高速公路、金朱西路、东纵线延伸段、成贵高铁、轨

道交通 1 号、S3 号线和其他城市道路与观山湖区及其他片区之间紧密联系。 

第九条  路网结构 

朱昌组团规划范围内形成“六横三纵”的道路结构。 

六横：金朱西路-百花大道（40 米）、二十六大道延伸段（40 米）、花湖路（40 米）、云

昌路（30 米）、数谷路（30 米）、学成路（40 米）。 

三纵：金湖路（60 米）、东纵线延伸段（40 米）、朱华路（30 米） 

第十条  干道规划 

朱昌组团规划道路等级按照城市主干道、城市次干道和城市支路进行划分。 

城市主干道：金朱西路-百花大道、金湖路、花湖路，东纵线延伸段、二十六大道延伸

段，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40-60 米； 

城市次干道：云昌路、数谷路、学成路、朱华路，道路红线控制宽度为 30-40 米； 

城市干道路网密度 5.19 千米/平方公里。 

第十一条  道路交叉口规划  

规划共设置或预留下麦西立交、郝官枢纽互通等 4 座立交。主干道与主干道、主干道与

次干道相交的道路平面交叉口应进行展宽渠化，道路缘石半径控制在 10-25 米。 



第十二条  公共交通规划  

实践公交导向型发展模式（TOD），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以公共交

通为引导，实现本区域快速发展。 

昌组团应积极观山湖区公共交通网络，实现公共交通一体化。本区域公共交通主要涉

及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两类 

1、轨道交通体系 

规划轨道1号线横向通过组团核心区，有下麦西站、窦官站、朱昌站、百花湖站四个站

点服务本区域，并设有一号线的轻轨保养场；除轨道1号线外，另有轨道S3号线纵向通过组

团。轨道交通沿线及站点周边用地建设应严格按照《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办法》控

制管理。 

    2、公交体系 

公交线路——规划沿金朱西路、百花大道、金湖路、花湖路、学成路、朱华路、文智

路设置常规公交路线。 

公交首末站——组团内部共设置了 1处公交枢纽站和 3处公交首末站。其中朱昌公交

枢纽站用地 1.59公顷；窦官公交首末站、百花湖公交首末站为地块配建；朱昌公交首末站

用地 0.5公顷。 

3、交通设施规划 

停车场：规划社会停车场共 4个，其中百花湖停车场面积 0.62公顷，森林公园停车

场面积 0.17公顷，其余为地块配建。 

加油站：分别在金朱西路、金湖路两侧设置加油加气站 4座，要求新建加油站须配建

甲醇加注站和汽车充换电站。 

 

第四章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十三条  行政办公 

规划行政办公用地4.56公顷，包括朱昌镇政府、两湖一库管理局百花湖分局、贵阳市海

事搜救指挥中心、麦乃社区办公服务中心。 

第十四条  文化设施  

规划文化设施用地8.91公顷，包括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朱昌老年活动中心、窦官文



化活动中心、百花影院；  

第十五条  教育科研  

规划教育科研设施用地87.73公顷，包括大数据科研用地、大健康科研用地以及1所综合

学校，1所九年制学校，1所初级中学，5所小学。 

第十六条  体育设施 

规划体育设施用地5.06公顷，包括朱昌体育场和窦官体育用地。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 

规划医疗卫生用地14.38公顷。包括观山湖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贵阳市康复医院、朱昌

镇卫生院、窦官卫生服务中心。 

第十八条  社会福利 

规划社会福利用地1.86公顷（朱昌养老院）。  

第五章  公用设施规划 

第十九条  给水工程 

规划由金华水厂供水，现状规模10万m3/d，近期扩建至30万m3/d，远期规划规模40万m3/d，

供水水源为红枫湖和黔中水利枢纽二期工程。规划可向朱昌组团供水3万m3/d。 

第二十条 污水工程 

金百污水处理厂：现状3万m3/d，规划规模10万m3/d，主要处理西南商贸城、阅山湖、

南门河及金华产业园区域污水。 

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方住宅项目或总建筑面积超过5万方的公共建

筑、酒店、商业中心等新建建筑项目，规划配建小型污水处理站和中水回用系统，污水处理

站规模不小于污水产生量的30%。 

第二十一条 雨水工程 

加快组团内麦架河宋家冲河、上麦西河、麦西河及老马寨排水主干线等改造建设，满足

区域防洪及排水需求。结合道路建设雨水管网，逐步形成雨、污分流制的排水体制。 

第二十二条 电力工程 

规划新建110KV变电站2座，规划总容量为300MVA。 

第二十三条 电信工程 

规划设置基站109座，规划设置4座邮政端局，与公共建筑混合建设，建筑面积均为1500

㎡。 



第二十四条 燃气工程 

规划设置高中压调压站 1座，占地面积约 0.5ha，中低压调压站 4座，放置于建筑外墙或小

区公共绿地，不占独立用地，工业用户设置用户专用调压站； 

第二十五条 环境设施 

生活垃圾由比例坝固废处理循环产业园处理，规划设置小型垃圾转运站1座。 

第六章 公共安全设施规划 

第二十六条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规划主要涉及有中部、南部2片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朱昌镇郝官村—长冲村—石硐居委

会—茶饭村一带以及高寨村—麦乃村一带。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其中崩塌3处，塌陷3

处，滑坡2处。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必须作为项目审批的一项重要内容。凡涉及在地质灾害高、中易发

区、地址灾害点周边进行建设，项目在规划选址和实施建设阶段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成果报告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七条 抗震规划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工程，其抗震设防类别以及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抗震设防标

准应符合《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的规定，增强抗震设防能力，

有效地减轻地震灾害。 

第二十八条 消防规划 

1、消防站规划 

规划在朱昌组团内设置了两个消防站（朱昌一级消防站和窦官消防站），可满足组团内

的消防要求。  

2、消防通道及避难、疏散场地规划 

消防通道主要依靠区域道路系统，同时利用广场、公园、绿地、运动场（包括学校内运

动场地）和宽度为 40 米以上的城市道路作为疏散，避难用地。 

第二十九条 人防规划 

1、坚持“平时使用方便，战时满足要求”的原则，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建设修建平战两

用防空地下室。 

2、重点利用城市道路、人行地下过街设施、绿化广场、大型公共建筑等地下空间，平时作

为商场、地下通道、停车场等，战时作为人防疏散及掩蔽系统。 



3、新建民用建筑根据《贵阳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修建防空地下室。 

第三十条 防洪规划 

1、防洪标准：宋家冲河、上麦西河、麦西河重现期 50 年，麦架河及支流重现期 100 年。 

2、防洪措施 

采取河道清淤、水土保持、防洪非工程措施等进行治理，达到设防标准。对部分阻水建筑物

(桥梁、拦河坝)进行改造，整治河道，扩大行洪断面，达到设防标准。 

3、治涝措施 

为防止形成内涝，沿河建设项目基地高程和道路标高不应低于河堤顶高程。 

第七章  绿地与广场用地规划 

第三十一条  绿地系统 

规划依托百花湖风景区和百花湖森林示范公园形成朱昌绿地体系的绿核，由水系及绿地

连接，形成多条绿廊，构成绿地系统的主要空间构架。规划绿地总面积 129.67公顷，其中

公共绿地 76.22公顷，防护绿地 53.45公顷。 

第八章  “四线”规划 

第三十二条  城市蓝线管制  

为加强城市水系的保护与管理，保障城市供水、防洪防涝，规划划定城市蓝线包括： 

1、河道保护：猫跳河规划河道蓝线 20-60米，宋家冲河规划河道蓝线 12-15米，麦架

河规划河道蓝线 25米，上麦西河规划河道蓝线 8米，麦西河规划河道蓝线 15米，化高主干

线规划大沟蓝线 10米，老马寨排水主干线规划大沟蓝线 5米，均以实线控制，蓝线内禁止

建设与河道保护、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2、山塘水库保护：即百花湖朱昌范围内约 19.2公里岸线等，蓝线内禁止建设与水体保

护、管理无关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第三十三条 城市绿线管制  

为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划定城市绿线

包括： 

1、森林公园：百花湖森林示范公园，用地面积 133.34公顷（其中 127.99公顷计入农

林用地范围），以实线控制； 



2、城市公园：数谷公园、朱昌文化公园、康体公园、金湖公园，用地面积 15.51公顷，

以实线控制； 

3、湿地公园：宋家冲河沿线湿地公园、上麦西河沿线湿地公园、麦西河沿线湿地公园、

窦官湿地公园，用地面积 36.83公顷。其中宋家冲河蓝线两侧分别设置 20米-70米绿带，

上麦西河蓝线两侧分别设置 20米绿带，麦西河蓝线两侧分别设置 20米绿带，老马寨排水主

干线蓝线两侧分别设置 10米绿带，化高排水主干线蓝线两侧分别设置 20 米绿带，均以实线

控制； 

4、山体公园：用地面积 8.81公顷，以实线控制； 

5、社区公园：用地面积 14.65公顷，以虚线控制，具体见详图； 

6、防护绿地：用地面积共计 53.45公顷，以实线控制； 

第三十四条  城市黄线管制 

为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用地管理，保障城市基础设施正常、高效运转，保证城市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规划划定城市黄线包括： 

1、交通设施用地 

包括①轨道交通（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的控制范围以虚线控制其廊道宽度，边轨线两侧各 5

米为重点保护区）； ②交通枢纽用地：公交枢纽站 1 处，公交首末站 1 处，客运站 1 处，总

用地面积 2.52 公顷。③交通场站用地：森林公园停车场、百花湖停车场，用地面积共计 0.8

公顷。 

2、供应设施用地 ： 

包括①供电用地、②供燃气用地；  

3、环境设施用地： 

①排水设施用地；新建金百污水厂（用地面积 5.47公顷），窦官污水提升泵站（用地面积

1.03公顷），其中窦官污水提升泵站控制 1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②环卫用地：新建百花新

城 3#垃圾转运站，用地面积 0.14公顷。 

4、凡污水处理厂、污水提升泵站、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垃圾转运站、变电站、天然气门

站、燃气高中压调压站、输油、输气管道、加油加气站、甲醇加注站等会对环境和安全产生

影响的公用设施建设。 

第三十五条  城市紫线管制  



具有一定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需要进行控制和保护的历史地段或历史环境要素等，一并

纳入紫线保护管制。本组团有 1处市级文保单位——朱昌营盘坡城堡，以及 1处区级文保单

位——朱昌堡，均按照批准的紫线进行控制。 

第九章  单元规划 

第三十六条 单元划分 

单元划分以用地完整、界线稳定、规模合理、功能明确为原则，组团内分为赵官、窦官、

滨湖、文智共 4个控规单元。 

第三十七条 主导功能 

赵官单元：北面赵官单元以生态保护为主，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以精致农业、健康

药食材为主导的精品农业区。 

滨湖单元：滨湖片区的滨湖单元充分挖掘朱昌镇的文化资源，围绕“大数据”的研发与

应用，加速大数据产业聚集，打造文化与科技为一体的朱昌小镇。 

窦官单元：为朱昌小镇提供基础服务（居住配套及大数据科研用地），全面提升朱昌居

民的生活品质。 

文智单元：以轨道 1号线及朱昌站、窦官站、金朱西路为依托，连接观山湖区和朱昌镇，

打造精品教育科研文化片区。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划由贵阳市人民政府审批，解释权属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划中明确的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以及安置房、公

租房等城市公益性项目用地，可直接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细则或按照相关行业技术规范由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提供规划条件。其它用地类别均需由下层次控规导则和细则确定规划条件。 

第四十条 本规划自批复之日起严格执行。观山湖区人民政府需按照《贵阳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管理办法》尽快组织编制该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和细则。 

 

名词解释： 



1、组团总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第一层级规划，指在中心城区范围内，以组团为研究对

象，依据上位规划确定组团定位、建设容量、空间管制、路网结构、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

施、公共安全设施等内容的规划。 

2、单元导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第二层级规划，指在组团范围内，以单元为研究对象，

依据组团规划确定单元主导功能、建设容量、空间管制、细化路网体系和公共服务设施、公

用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等内容的规划。 

3、地块细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第三层级规划，指在单元范围内，以地块为研究对象，

依据单元规划确定地块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落实公共服务设施、公用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

规模和布局，细化并明确城市设计内容的规划。 

4、实线控制：实线控制的规划内容，其地块的位置、边界形状、建设规模、设施要求等原

则上不得更改，确须更改的，要经过相应的调整、论证及审查程序，报原审批机关审查同意。 

5、虚线控制：实行虚线控制的规划内容，其地块的位置、规模及设施要求等不得作出更改，

用地边界可以根据具体方案深化确定。 

6、点位控制：实行点位控制的规划内容，可在确保设施规模的前提下，其用地位置和范围

可结合开发建设项目进行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