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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9日，兰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万善物流园区地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具有渝新欧铁路
入川第一站等独特区位优势，物流园区的发展与建设是武胜县供融入国家战略格局的重大契机。为了加速园区
基础设施补短，完善功能配套，加快发展仓储物流产业，着力构建与农业融合发展、与工业协同发展、与新型
城镇化同步发展的仓储物流产业体系，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年9月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开始组织编制《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战略发展规划和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城市设计与控制性详细规划项目》，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联合体参与招标并中标，承担项目编制
工作。

本项目分为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战略发展规划、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城市设计。其中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负责战略发展规划内容，深圳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内容。三部分内容同步展开，将战略发展与空间落位
相结合，运用城市设计引导土地利用，合理整合万善物流园区的产业、生态、空间资源，为万善物流园区的建
设提供决策和依据，指导建设项目顺利进行。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主要经历了以下历程：
• 2018年10月，项目团队中标并签订合同，随即开展规划设计工作；
• 2018年10月，与万善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进行初步沟通，拟定工作框架；
• 2018年10月-12月，多次与万善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武胜县委沟通协调，优化调整规划方案；
• 2019年1月，形成《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初稿，并提交万善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 2019年3月，于“川渝进口食品集散交易（武胜）基地招商座谈会议”上向武胜县委、广东省进口食

品协会汇报规划内容；
• 2019年3月，完成《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初步成果编制，并完成专家咨询会意见征

集与各部门意见征集。
• 2020年10月，万善物流园区工作目标与工作重点发生调整，对《武胜县万善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初步成果进行修改与调整。
• 2021年2月，根据多次会议中的各方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

规划背景



规划背景一



格局拓展，融入“内陆开放”浪潮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纽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蓉欧（成都—波兰）、渝新欧（重

庆—德国）国际大通道是成渝主动融入丝路发展的重要
举措；

 长江经济带——四川与长江接轨的一个重要城市，成都
向东达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与重庆便捷的水、陆关系，
是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优势。

区域交通支撑弱



借势成渝，融入国家战略开放格局
携手重庆，融入国际开放新格局
 重庆：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之一，定位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长
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海上丝绸之
路的产业腹地；

 借助兰渝铁路优势，培育万善物流园区
特色。

 构建公铁水联运枢纽，成为广安融入国
际开放新格局的桥头堡。

渝新欧铁路：重庆至欧洲的国际铁路大通道。是指利用南线欧
亚大陆桥这条国际铁路通道，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兰州、乌
鲁木齐，向西过北疆铁路，到达边境口岸阿拉山口，进入哈萨
克斯坦，再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至德国的杜伊斯堡，
全长11179公里。这一条由沿途六个国家铁路、海关部门共同
协调建立的铁路运输通道。重庆是欧亚大陆桥的新起点。

运行16天，比海运快2/3。



挖掘潜力，寻求自身发展
积极参与城市群城镇分工，寻求差异发展
 区域定位：川渝合作的先导枢纽、成渝经济区重要的交流门户

、嘉陵江流域生态经济的先导示范区、中国西部发展模式转型
的示范县；

 总体战略：积极融入重庆1小时经济圈，打造重庆产业转移的
承接地和相关产业配套基地；发展流域生态经济，推进县域经
济整体实现生态化转型；进一步优化提升县域交通网络，强化
片区统筹，推动城乡一体，着力县域整合，促进武胜县域综合
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工作目标：到2025年，基本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通一
体化先行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产业协作化功能区，创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强县。

武胜

《武胜县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总体发展战略



财税政策

省加大对嘉陵江
生态经济示范带
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财政支持
力度

重点支持流域治
理、生态修复、
垃圾污水处理设
施等项目建设

投融资政策

协调嘉陵江流域
沿线城市共同发
起设立示范带建
设投资基金、生
态环境保护基金

支持设立渝武合
作投资基金，鼓
励保险公司开设
生态农业保险、
环境保险和科技
保险等专业险种

产业政策

争取省给予川渝
合作农副产品加
工园发展资金、
技改扩能、项目
建设等政策支持

土地政策

争取省级分解下达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时给予示范区适当
支持

优先安排土地增减
挂钩、土地开发整
理等重大项目实施，
支持示范带内增减
挂钩土地指标自由
流转

项目支持

加大衔接汇报力
度，争取各项铁
路项目与武胜站
相连。

围绕嘉陵江生态
经济示范带建设，
共同谋划一批跨
区域项目，争取
国家及四川省、
重庆市支持

政策契机
《川渝合作示范区（武胜）建设方案》
 “两城”：街子工业新城建设成为集约

高效、创新驱动、生态宜人、产城一体
的工业新城；依托万善物流园区建设万
善物流新城；

 加快互联互通，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
主动对接《重庆市“十三五”综合交通
规划》；

 加强商贸合作，积极融入重庆物流业发
展，依托“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
将武胜火车站纳入重庆至西安公铁联运
货运枢纽站点。



借力深广产业园，强强联合
“3+3”产业体系，“1+N”区域产业布局

•   高端装备制造：重点发展轨道交通+智能制造装备2个
子产业，依托轨道交通的龙头企业（比亚迪云轨）及其配套
企业，发展智能制造装备

•   电子信息：重点发展智能硬件+汽车电子2个子产业，以
智能硬件的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上下产业链

•   装配式建筑：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功能布局，打造完整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   保税物流：以广安港为依托，构建2大功能板块：港口+
保税物流区

•   健康医疗：以官胜半岛温泉为主线，打造检测治疗、医
学美容、养老的医疗小镇

•  旅游：以渠江为轴，依托官盛半岛打造区域城市休闲目
的地

3 主导产业

3 潜力产业



理念思路二



适合万善物流园区的发展新模式

特 色 化专 业 化
从万善独特的自然风貌
出发，通过城市设计寻
找、再现万善镇空间特
质，为发展潜力产业提
供空间支撑。

依托兰渝铁路优势，发
展专业化经济，为相关
产业提供专门化的定制
服务，与重庆、广安实
现分工。

两大主题

市 镇



山水相融静怡生活

临铁产业

兴业

可持续营城
特色：山水与城市结合，崇尚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塑造

别具一格的诗意景观；

专业：铁路与产业结合，发展专业化经济，提供专门化订制
服务，实现与更高等级城市的产业分工。

青山秀水耀碧穹，花红柳绿应和风

诗画田园新市镇

乡野



依托铁路发展装配式建筑，
循序发展物流产业，持续吸引
人才与企业。

享受都市中的田园、田园中的农
歌，兼具都市生活的便捷，与田
园的悠然自得。

远离城市喧嚣，田野与树木环
绕，湖泊与丘陵相融，构建
“产业、人居、山水、田园”
一体的城镇风貌格局。

通渝达欧的产业新驱动 既城又郊的舒适家园 人文悠久、寄景思怀的
宜静乡野

融合 生态 发展 特色



规划结构

 两心：
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公共服务中心。

 两片：
“市”——榆石路以西以及350国道北

侧沿线用地，着重发展临铁物流、临铁制造
等产业功能，强化产业服务功能；

“镇”——榆石路以东在现有镇区基础
上建设新镇，提升居住品质，完善公共服务
设施。

 多廊：
依托现状丘陵地貌和自然生态条件，结

合“祺园海卉”农业生态园构建多条“万善
绿带”。

两心、两片、多廊



规划成果三



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范围3.92km2、研究范围7.52km2

规划期内城市建设用地面积3.55km2

常住人口约为2.85万人

居住用地（R）：
51.53ha，14.5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A）：
24.19ha，6.81%；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19.66ha，5.54%；
工业用地（M）：
43.12ha，12.15%；
物流仓储用地（W）：
81.15ha，22.86%；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79.12ha，22.39%；
公用设施用地（U）:
1.85ha，0.52%；
绿地与广场用地（G）：
54.38ha，15.32%。



道路交通系统

规划范围内“一横四纵” 主干路网

“一横”为通站大道：连接武胜火车站与
老镇区。

“四纵”为物流大道、羊城大道、南北大
道和万渝路：物流大道、羊城大道与南北
大道是物流园区的主要道路；万渝路由原
212国道市政化改造后作为主干路，亦为
园区的主要道路。

路网等级结构

对外通道

350国道与三条主干道路——物流大道、
羊城大道及环镇路共同构成了物流园区对
外通道。



绿地系统

 公园绿地

规划原则：

生态+系统+均好

镇级公园——3处，分别为肖家岩水库公园、
城镇中心公园以及连岭公园。
社区公园——均匀分布于各组团内。
街头绿地——主要景观道路两侧，或道路交叉
口处。

 防护绿地
在350国道两侧设置30m的防护绿地；兰渝铁
路线两侧设置40-50m的防护绿地；在A-01街
坊的环卫用地（U22）外设置10m的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
武胜站站前广场，是万善形象的第一展示窗口。

 生态绿地
研究范围内两处生态绿地，分别为祺园海卉农
业生态园，北侧沙湾郊野公园。



公共服务设施系统
序号 设施类别 数量 编制街坊 备注

1 教育设施

幼儿园

6班

7

A-11

千人指标为36生/千人。幼儿园每班按30座计，活动场地应有不少
于1/2的活动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

服务半径不宜大于300m。

6班 B-02

6班 B-04

6班 B-06

6班 B-08

6班 B-11
6班 B-12

小学
30班

2
A-11 千人指标为72生/千人。小学每班按45生计，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500m。30班用地面积≥21600㎡。30班 B-05

初中 30班 1 B-04
千人指标为36生/千人。初中每班按50生计，服务半径不宜大于

1000m。30班用地面积≥25500㎡。

高中 18班 1 B-04
千人指标为22生/千人。高中每班按50生计，18班用地面积

≥21600㎡。

职业学校 30班 1 B-05 30班职业学校为已建学校

2
医疗卫生

设施
综合医院 1 B-06 床位300张

卫生院 1 B-10 建设规模：按服务人口建筑面积≥60㎡/千人

3 文体设施

图书馆 1 B-03 —

文化活动中心 1 B-05 建筑面积≥4000㎡

体育活动中心 1 B-08 —

体育活动场地 1 B-01 —

4
行政管理

设施

镇政府 1 B-12 —

政务服务中心 1 B-03 —

派出所 1 A-11 建筑面积不小于700㎡

社区服务中心 1 B-03

街道办事处 1 B-03

司法所 1 B-03

5
社会福利

设施
养老院 1 B-04 —

6
商业服务

业设施

农贸市场 2
B-07 —

B-10 —

加油加气站 1 A-01 —

集中式充电站 1 A-01 —



街坊划分
在总体规划范围内，共划分
28个街坊



 给水设施现状
万善物流园区生活用水水源来自沙湾水库，但受自然环境影响，该水库夏天

经常干涸，严重影响该园区正常生活生产用水。规划范围内现状有一座自来水
厂。

 现状存在的问题
（1）供水系统不完善
（2）供水能力不足

 用水量预测
规划范围内用水性质以居住及其配套设施用水为主，对规划范围内的用水量

采用分类用地面积法进行需水量预测，最高日用水量为1.7万m3/d。

 给水工程规划
1、供水设施
据上层次规划，规划搬迁并扩建现状自来水厂，设计供水量约3万立方米/日

，规划自来水厂位于规划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以东。
2、给水管网
在规划范围内沿主要道路规划DN300~DN500供水主干管，并形成环状供

水系统。城市生活配水管网的供水水压宜满足用户接管点处的服务水头
0.28MPa的要求，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干线末梢的服务压力不得低0.15MPa。

给水工程规划图

市政公用设施
给水工程



 污水设施现状
目前污水排水体制为雨污合流制。
规划范围东北面有现状污水处理厂一座，占地面积为2508平方米，位于

现状国道212东侧。

 现状存在的问题
（1）污水系统设施建设不完善。
（2）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待提升和处理工艺待改进。
（3）排水体制需转变（规划排水体制为雨污分流制）。

 污水量预测
污水量按用水量折减计算，综合考虑管网漏失、道路、绿化浇洒不计入

折污率，污水量按平均日用水量的85%计，日变化系数为1.6，预测规划范
围最高日污水量为1.59万t/d。

 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设施规划
据上层次规划，规划搬迁现状污水处理厂，新选址位于规划范围东北侧

边界处，占地面积为4753平方米，设计处理能力为1.5万t/d。
2、污水管网规划
在规划范围主干道规划d500污水主干管管道，各街坊及片区污水分别通

过污水支管汇入污水干管，最终排往规划搬迁污水处理厂。

市政公用设施
污水工程

污水工程规划图



 设计暴雨重现期
根据《武胜县万善镇总体规划（2011-2030）》，并参考片区下垫面排

水情况，本次规划雨水管网重现期采用2年。

 暴雨强度公式
雨水量计算与县总体规划一致，采用广安市暴雨强度公式。

q =
2822 1 + 0.775𝑙𝑙gP

t + 12.8𝑝𝑝0.076 0.77 (升/公顷 �秒）

式中：q—设计暴雨强度（升/秒•公顷）P—设计重现期（年）；
t=t1+t2；（分钟）；t1—地面集水时间，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

和地面铺盖情况而定，一般采用5~15min，t2--管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

 防洪排涝标准
规划范围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设防，50年一遇防洪标准校核。

 雨水管网规划
雨水管宜充分利用道路设计、雨水管设计（带漏孔的雨水管）、广场绿

地等工程技术进行设置，利于雨水就近排放，降低防洪危险，适当补充地下
水。多余的雨水经雨水管汇集后就近排入沟渠，流入规划范围东北侧的肖家
岩水库。雨水管主要沿规划道路埋设，管径为d300~d1400。

市政公用设施
雨水工程

雨水工程规划图



 电力现状
规划范围的现状电源主要由位于国道350南侧的万善35kV变电站提供。
在国道350、北一路上设有两回35kV高压架空线。10千伏供电线路均为

架空线。

 电力负荷预测
预测规划范围电力负荷约为4.5万千瓦。

 电力规划
规划范围不新增变电站，将现状35kV万善站升级为110kV变电站

(80MVA)。
规划范围外东侧和南侧共规划6回高压架空线，其中35kV线路4回，

110kV线路2回，沿地块之间的空隙地带及城市外围敷设，沿线预留高压走
廊。

10kV线路沿电缆沟敷设，采用600×600、1000×1000、1200×1200断
面，采用隐蔽式沿道路东、南侧人行道敷设。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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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工程规划图



 通信现状
规划范围内有现状电信支局一座，邮政支局一座。
规划范围内通信线路基本为架空敷设，部分道路埋设了少量通信管道；

架空线比较凌乱，故障隐患多，影响规划范围土地开发。
 通信业务预测

规划范围固定电话需求量共约1.87万线；移动电话需求量约为3.85 万线
；宽带数据需求量约为1.28万线。

 通信规划
规划范围通信、邮政业务分别由位于规划范围内的现状电信支局和邮政

支局提供服务。
规划范围电信管道主要采用地埋式管道敷设，布置在道路西、北侧的人

行道下面。
规划通信管道的容量为12-24孔，管孔规格为Ф110mm。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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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规划图



 气源规划
规划范围供气采用管道天然气，由规划范围区外东侧临近国道350处现

在建天然气调压站调压后，向本规划范围供气。

 用气量预测
居民耗热指标：2850MJ/人•年，燃气低热值：336.17MJ/ Nm3。居民

气化率：100%。
商业用气量：按居民用气量的40%计算。
工业用气量：按居民用气量的80%计算，如果规划范围引入燃气需求量

较大的工厂企业，应对燃气需求进行核实验证。
未可预见用气量按照总用气量的5%来计算。
经计算，预测规划范围年用气量558.12×104Nm3/a，计算高峰小时用

气量2027Nm3/h。

 燃气设施及管网规划
天然气调压站位于规划范围外东侧，临近国道350 ，气源来自规划范围

内沿国道350敷设的高压燃气管。
规划范围内新建天然气输配管网采用中压一级输配方案，设计压力为

0.4MPa，燃气主干管沿规划道路布置成环，管网环、枝结合敷设以提高供
气可靠性，管径为DN160~DN200。

规划高压管道沿国道350敷设，管道两侧进行严格的防护控制，其安全
防护距离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及《输气管道工程
设计规范》GB 50251执行。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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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量预测
根据《武胜县万善镇总体规划（2011-2030） 》，预估规划范围人均

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0 Kg/人•日，预测规划区常住人口约为2.85万人，则
规划范围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8.5吨/天。

 垃圾转运站
规划范围内垃圾经收集汇总后统一运至规划范围北侧的规划垃圾转运

站，该转运站由现状垃圾处理厂改建。垃圾转运站用地面积约为5095平
方米，垃圾转运量约100吨/日。

 公共厕所
规划对规划范围内现有住宅区和新建、扩建、改建的住宅小区、商业

街、交通道路、长途汽车站、公交首末站、社会停车场、公共绿地、影剧
院、菜市场、集贸市场等人流集散场所附近，应建造公共厕所。公共厕所
为一、二类水冲式公共厕所。

公厕设置标准：居住用地：3—5座/平方公里，设置间距500～800米
；公共设施用地：4～11座/平方公里，设置间距300～500米；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1～2座/平方公里，设置间距800～1000米；结合周边用地
类别和道路类型综合考虑，若沿路设置，按以下间距：主干道、次干道：
500～800米，支路800～1000米。规划公厕总数远期不少于7座。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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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设施
（1）消防站规划
在规划范围西侧设消防站一座，占地面积为2243m2。
（2）公共消防基础设施
规划范围室外消防用水系统和生活生产用水系统共用，采用低压给水系

统，为消防用水的主要水源。规划范围主要道路上室外消火栓应逐步补全，
间距不大于120米。同一时间内火灾次数为2次，一次火灾消防用水量由消
防用水量最大的两座建（构）筑物确定。

 主要疏散通道
主要疏散道路宽度须在15米以上，避震疏散道路必须保证畅通，震后一

律不允许搭建抗震棚，平时不允许搭建临时建筑。

 避难场所
就近疏散，为不使居民长途搬运，疏散场地应在半小时内到达；疏散场

地周围无次生灾害源；附近有水源、电源，地势较高，场地不致积水，并有
相当排水措施。

将规划范围内的公园、苗圃、街旁绿地、学校操场、体育场地、广场、
停车场、单位院落等空旷场地划为疏散场所。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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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四



站前广场与通站路



滨水特色商业街坊



特色街道



肖家岩水库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