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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3-02 用地调整 

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意见回复 

 

2022 年 9 月 30 日，永和县自然资源局通过线上评审方式组织召

开了《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3-02 用地调整可行性研

究报告》（后简称《报告》）专家评审会，并通过该研究报告，专家提

出按以下意见修改完善，经研究回复如下： 

1、深化控规调整的背景及必要性分析，补充完善相关附件； 

回复：已采纳。已在报告中进一步研究了用地调整的必要性以及

控规中该地块的要求，并补充了相关附件。 

2、进一步解读相关上位规划，完善规划小学的规模分析以及可

行性论证； 

回复：已采纳。对上位规划进行了深入分析，调整且完善了小学

的规模，并按照《山西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行）中的

标准进行了调整。 

3、加强区域交通组织，建议增加支路连接外部城市道路； 

回复：已采纳。对项目内外交通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针对项目建

成后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议扩建原有道路，以加强与外部道路的连接。 

4、优化模拟方案，合理确定用地控制指标； 

回复：已采纳。进一步优化调整了模拟方案，并结合以上意见进

一步完善了方案。 

5、补充完善市政配套、综合防灾等相关内容。 



 

            

回复：已采纳。在报告中补充完善了市政配套设施及综合防灾等

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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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县域概况 

1、地理位置 

永和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临汾市西北边缘，地处黄河中游东岸，

临汾山脉南端西翼，东与隰县毗连，南和大宁县为邻，西隔黄河与陕

西延川县、延长县相望，北和临汾市石楼县接壤。地理坐标北纬 36°

45′、东经 110°38′，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城距临汾

市区 180公里，距隰县县城 28公里，距陕西延川县县城 30公里，距

永和关 35 公里。县境东西宽 41 公里，南北长 46 公里，总面积 1212

平方公里。 

2、自然条件 

永和县属典型的晋西黄土残原丘陵沟壑区，地势呈东北高西南

低。境内山峦起伏，梁峁层叠，3 大山系 9 座大山成“川”字形排列，

大小 2500 条多沟道交错其间，形成中部与东北部丘陵沟壑区，西南

部残原沟，沿黄河梁峁沟壑区等三种地貌单元。 

永和县是黄河中段沿河县份，黄河自北向南流经永和 68 公里，

并以河为界与陕西延川为邻。境内还有芝河、桑壁河、峪里河等，均

向西流入黄河。 

3、社会经济 

2020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7.5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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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4.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8%；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 18.01 亿元，同比增长 10.1%；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45 亿

元，同比下降 1.5%；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3.37 亿元，同比增长 5.27%；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80 亿元，同比增长 42.58%；全县全体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3968 元，同比增长 14.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5734元，同比增长 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815 元，同

比增长 21.8%。 

1.2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3-02 用地调整可行性研

究报告 

2、项目地址 

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响水湾村内 

3、编制单位 

中盛弘宇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4、项目用地 

本报告研究的调整对象为《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中的 F3-02 地块。F3-02 地块位于滨河路以东，响水湾村。调整

的地块总面积为 0.77 公顷。 

现状地块西侧为城镇第二幼儿园，东侧为村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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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地块区位及现状条件分析 

1、区位条件 

调整用地位于永和县中心城区东北部，响水湾东部。F3-02地块

周边多为村庄住宅用地。调整地块用地平整，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较为

完善。 

 

图 1-1 项目在控规中的位置 

 

图 1-2 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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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块现状建设情况 

（1）F3-02 地块 

①周边情况 

调整地块位于响水湾，地块北侧、东侧现状均为居民住宅用地，

多为一至二层建筑；西侧为粮站，南侧为 6 层住宅小区，西南侧为四

层住宅小区，西侧为粮站。 

②地块内部 

地块内现状西边部分为城镇第二幼儿园，西北角为幼儿园主出入

口，北侧为单层教室，紧邻三层综合建筑，中部为儿童活动场地，南

侧为二层砖混结构建筑，由于多处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安全性不能

满足使用要求，现已拆除。地块内幼儿园东部现状为村民住宅。 

本次调整内容为地块内城镇第二幼儿园所占用地以及东部村民

住宅区域。 

  

图 1-3 地块现状城镇第二幼儿园          图 1-4 地块现状城镇第二幼儿园东侧 

1.4 相关规划对地块的规划 

1、根据《永和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F3-02 地块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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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学用地；根据《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3-02

地块规划为教育科研用地，作为县职业中学所在地。 

1.5 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3.《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2012.3）；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2010）； 

6.《临汾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5）； 

7.《临汾市规划局建设用地容积率及用地性质调整操作流程》； 

8.《永和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2011-2030）； 

9.《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 

10.其它相关政策法规、设计规范、要求及指导意见。 

1.6 调整原则 

1、符合城市发展战略要求，按照构建和谐宜居和顺县的要求，

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品质。 

2、遵循控规编制的指标体系和基本原则。 

3、结合用地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合理开发建设用地。 

4、综合考虑城市设计、景观、交通、配套设施及市政设施的承

载能力以及对周边已经实施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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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行控规分析 

2.1 现行控规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于 2013 年编制完成，

2015 年批复，是永和县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实施

规划管理的依据。 

2、规划范围 

西北至龙吞泉村，东北至川口村，南至红花沟村，整体建设用地

呈“Y”字型。规划永和县城建设用地规模为 267.68 公顷。 

 
     图 2-1 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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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功能定位 

规划永和县城中心城区集聚县城行政文化职能，以居住生活和商

业服务为主导性功能的生态宜居城区。 

4、规划结构 

规划总体布局结构是以芝河生态景观长廊为主轴的 “一核多心，

轴向带动”空间结构。 

“一核”：即中心城区综合组团； 

“多心”：分别为西北居住组团、东北居住组团、药家湾新城组

团； 

“一轴”：为贯穿整个城区的芝河生态景观轴。 

 
       图 2-2 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空间结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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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筑退距 

建筑后退道路红线指建筑沿道路部分（整体或局部）的建筑外边

界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在满足本规定的同时，必

须符合消防、卫生、环保人防、工程管线和建筑规范等个方面的要求。

根据规划地块道路的不同等级，以及现状的建设条件，规定建筑后退

道路红线距离。 

（1）主干道（正大街、康谐路、城西路、滨河路）退让距离不

小于 5 米； 

（2）次干道（城西路、城西路北沿、沿河路、府西街、东门巷、

文昌街），退让距离不小于 3 米； 

（3）支路（府东巷、同顺巷、东门巷、东峪沟路等），退让距离

不小于 3米； 

（4）房屋建筑的地下部分退让城市道路红线不小于 3 米，其支

护结构的外侧不得进入城市道路红线，超出建筑底层外墙的地下部分

的顶板标高不得超过室外地坪； 

（5）房屋建筑悬挑部分的垂直投影和踏步不得进入本规定的城

市道路退让线； 

（6）道路平面叉口建筑红线必须满足视距三角形后退要求。道

路交叉口的转弯半径一般控制在 15-20 米。 

6、绿地率控制 

（1）各类建筑基地内的绿地面积占基地总面积的比例（绿地率）

应当符合下表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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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内的必须设置集中绿地，集中绿地总

面积应不少于基地总面积的 10%。 

                           绿地率一览表 

项目类别 绿         地        率 

行政办公 应不小于 35% 

金融、商业 应不小于 25% 

文化娱乐、宾馆 应不小于 35% 

学校、科研 应不小于 35% 

二类居住区 应不小于 30%，旧城改造应不小于 25%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25% 

7、建筑限高 

正大街两侧的土地是中心城区的核心地块，该区域的建筑高差较

大，建筑限制高度上限较高，有利于建筑景观的塑造。南部和东北部

用地条件较好，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西北部在地势及区位上

不占据优势，建筑高度普遍较低，控制在 40 米以下。 

8、建筑容量控制 

低强度开发区：主要指中小学、农贸市场、体育用地、部分市政

公用设施用地等。容积率控制在 1.0 以下，建筑密度不高于 40%。 

中强度开发区：主要指县城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公建用地和居住用

地，沿正大街、河西路布置的公建用地等。容积率控制在 1.0—2.0

之间，建筑密度不高于 30%。 

高强度开发区：主要指中部城区的居住用地和药家湾新区的居住

和公建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2.0—3.5之间，建筑密度不高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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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行控规对研究地块的指标控制 

现行控规中对调整地块的控制指标见下表。 

现行控规中调整地块的主要指标 

地块编

号 
用地性质 容积率 

建筑密

度（%） 

建筑限高 

（米） 

绿地率 

（%） 

用地面积 

(㎡） 

配建车位 

（个） 

F3-02 A32 0.8 30 24- 35 769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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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总则 

3.1 用地调整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城市规划确定的每块城市土地的使用性质

和控制指标，是根据城市用地的区位、规划用地布局与结构、交通组

织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确定的，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市生活活

动需求的制约，也受到城市供求调节机制的影响。 

由于对城市本身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局限与城市自身发展受众

多外部因素影响和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使得预先编制的城市规划所

确定的某些城市土地使用性质，在一定时期内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规划

调整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进行规划调整是有必要的。 

为了使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合理配置，更有利于城市建设和经济

发展的具体情况，本报告在不违反城市规划用地布局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对本地块调整内容进行论证。 

1、地块的调整是县委、县政府实施和落实教育全面发展、均衡

布局的具体措施 

永和县现有城关小学、城关二小和药家湾小学三所小学，城关小

学位于正大街与东门巷交叉口东北侧；城关二小位于体育街南侧；药

家湾小学位于药家湾康谐路西。以上三所小学均在县城中部和西南

部，县城“Y”字形的东北部则属于小学空白状态，为响水湾、芝河

镇移民小区、东峪沟的就读带来了极大不便。永和县政府提出在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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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建设芝河镇中心小学，是立足县城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合理布局

全县教育资源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势在必行。 

2、地块的调整是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服务于民的重要举措 

该地块规划建设为寄宿兼走读小学。地块被响水湾村所包围，南

部为芝河镇移民小区，紧邻东峪沟村、官庄村、榆林则村和刘家庄村。

而周边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亟需寄宿制小学，县政府从村民实际需求

出发，为村民解决后顾之忧，是服务于民的重要举措。 

3、地块的调整将会全面推进永和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现状三所小学中，药家湾小学为新建小学，教学基础设施较为齐

全，其余两所小学，存在设备陈旧、设施种类较少、数量不足的情况，

芝河镇中心小学的建设将会以现代化、高标准进行建设，将会全面推

进永和县教育事业的发展。 

4、地块调整为芝河镇中心小学用地在规划中是合法的 

根据《永和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F3-02 地块规划为

中小学用地，在总体布局上是合理的；而《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没有立足实际，把该地块规划为县职业中学用地，缺

乏一定合理性。因此，该地块调整为中小学用地，作为芝河镇中心小

学用地是符合总规要求的，也是合法的。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次调整是合理且必要的。 

3.2 规划调整依据和原则 

1、调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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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年）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2020 年） 

（5）《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6）《永和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 

（7）《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8）《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 

（9）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程 

2、规划调整原则 

（1）适应城市发展原则 

作为永和县东北片区内的重要地段，应当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实

际需求，完善其功能需要，兼顾规划实施中相关方的利益需求。 

（2）土地集约化原则 

随着城市和社会发展需要，应本着土地集约化原则，发挥良好的

区位与交通优势，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 

（3）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是地块调整的原则性出发点，对本次调整而言，需要重

点解决两方面问题：第一，地块调整后尽量对相邻地块不产生影响或

将影响调整在合理范围（即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第二，地块

基础设施承载力应能够满足调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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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内容 

本次调整主要涉及用地性质及土地开发强度几方面的调整。 

1、用地性质的调整 

根据《永和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30），F3-02 地块规划为

中小学用地；根据《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F3-02

地块规划为教育科研用地，作为县职业中学所在地。 

本次规划拟调整为教育用地(中小学用地) 

2、用地性质的调整 

本次调整涉及地块的用地性质主要是教育科研用地，地块调整后

的主要指标如下表所示。 

调整后地块的主要指标 

地块 

编号 

用地

代码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米） 

绿地率 

（%） 

用地面积

(㎡） 

配建车位

（个） 

F3-02 080403 0.7 30 24 35 7696 12 

3、土地开发强度及相应指标的调整 

（1）容积率 

F3-02 地块由 A32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芝河镇

中心小学建成后，容纳 1 轨，6 个班，教室及配套办公室、宿舍数量、

体育运动场地不够用，按照《山西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试

行）中，中小学校建设用地面积标准及地块实际情况测算，容积率由

0.8 调为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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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密度 

F3-02 地块由 A32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调整为中小学用地后，建筑

密度 30%，保持不变。 

（3）绿地率 

F3-02地块由 A32中等专业学校用地调整为 A33中小学用地后绿

地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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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限高 

F3-02A 地块由 A32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调整为 A33 中小学用地，

建筑限高 24 米，保持不变。 

（5）配建车位 

本次停车位配建按照原控规中对地块所配建停车位的要求，停车

位控制指标为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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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调整的可行性研究 

4.1 模拟方案 

地块模拟方案在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规定基础上，统筹考

虑周边用地建设情况，保证既满足学校要求，又兼顾城市整体利益。 

1、规划布局 

地块综合考虑功能布局、日照等因素，学校主入口位于项目北侧

和东侧，形成环路。在地块北入口建服务用房一座，西侧建教学及办

公用房一座长约 45m，宽约 9.3m；东侧为操场及主席台；在建筑周边

布置停车位；跑道与教学楼、院墙之间布置绿化，形成功能分区明确，

环境优美舒适的小学。 

2、交通组织 

外部交通：由于学校建成后，上下学高峰期时段车流量非常大，

建议扩建原有道路，以满足使用要求。 

内部交通：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地块内部设北、西两个出入口。

内部结合操场及教学楼形成环路。 

3、绿地景观 

地块采用规则式种植手法，同时注重与环形跑道、建筑之间的呼

应，形成建筑-绿化-跑道的层次关系，使得绿化既起到界定空间的作

用，又起到美化校园环境的效果。 

4、停车位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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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教学楼、操场及出入口的布置，设置车位 23 个。 

5、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经济技术指标 

名称 单位 数量 

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 平方米 7696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3209 

建筑基地面积 平方米 600 

容积率  0.42 

建筑密度 % 10 

绿地率 % 35.1 

建筑限高 m 24 

车位数 个 23 

4.2 影响分析 

1、日照分析 

依据《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普通教室冬至日满窗

日照不应少于 2h，经分析，本次调整模拟方案可以满足要求。 

2、教育设施影响分析 

根据《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幼托的服务

半径不宜大于 300 米，小学的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 米，中学的服务

半径不宜大于 1000米。 

经计算，本次调整后可解决 180 人小学入学问题，响水湾、芝河

镇移民小区均在服务半径内。因此本次调整后可满足周边村庄入学需

求。 

3、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的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后的各项市政基础设施指标如下：  

（1）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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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用地性质采用不同的用水指标计算用水量，教育科研用

地用地按 60 立方米/公顷•天计算，则 F3-02A 地块最高日用水量为

27.6 立方米/天，地块规划条件调整后，最高日用水量增量较少。本

项目用水由永和县水厂统一供应，由滨河路市政给水管供水，规划调

整后不会对周边给水造成压力。 

（2）污水 

根据现行控规，规划地块采用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调整后地块

污水量为 23.46 立方米/天，接滨河路污水管道，市政污水设施可以

满足项目需求。 

（3）电力 

根据现行控规，规划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地块内建筑用电负

荷指标取 60 瓦/平方米，则地块用电量为 278.48 千瓦，地块用电接

自东峪沟开闭所。 

（4）供热 

根据现行控规建筑采暖热指标，采暖热负荷采用单位面积热指标

计算，其中公共建筑热负荷指标取 50 瓦/平方米，经计算，地块热负

荷为 232.07 千瓦，现有市政供热设施可以满足需求。 

（5）燃气 

参照现行控规，根据居民平均耗热水平及现状用气情况，考虑城

市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并参照其它城市用气的实际水平，确定

居民耗热指标为燃气用量0.2m³/人·日，公共建筑用气量按居民用户

气量的30%考虑，则地块总用气量为13140立方米/年，供气可满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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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需求。 

经以上分析，地块周边市政基础设施能够满足调整后需求，本次

调整不会对周边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产生影响。 

4、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分析 

研究地块的建设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 

虽然项目建设期对周围环境有短暂影响，但只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

施工要求进行处理，可将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建设单位在施工过

程中，应对施工地点和邻近区域采取切实有效的环保措施，以确保施

工环境安全及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减至最低。 

4.3 规划要求 

1、F3-02A 地块调整应取得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同意后按法定

程序审报批。 

2、《永和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正在编制，建议随

着城市的发展，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时统筹考虑周边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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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论 

通过对现行《永和县县城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分析研究

与现状实际情况的对比，结合永和县县城发展建设需要，对 F3-02 地

块进行了调整，主要包括地块划分的调整、用地性质调整和土地开发

强度的调整几方面。 

经过对调整必要性及调整方案可行性的分析，本报告认为本次规

划调整从用地结构上是合理的，从实施条件上是可行的，在建设上是

必要的。因此，综合多方面分析，本次用地调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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