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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8〕48号）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发区整合优化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

知》（宁党办发〔2018〕82号）文件要求，按照 1个县（市、区）

域只保留 1个开发区的整合原则，将对青铜峡市内工业园区进行

整合优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与要求，

特编制《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会议精神，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国家“一

带一路”和“沿黄产业带”伟大战略，借助宁夏作为全国唯一的

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历史机遇，落实自治区推进银川都市圈

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立足园区实际，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生态立区战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壮大

精细化工、有色金属材料、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三大主导产业，

提升现有农副产品加工、纺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冶金、建材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构建完善的工业物流，生产、生活服务业配

套体系，加快智慧园区建设，将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打造成为“宁

夏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西部轴承产业基地、宁夏智能制造设备

产业基地”。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合理和节约利用土地原则

2、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原则

3、规划的完整性、连续性原则

4、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5、坚持绿色健康发展原则

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次总体规划的期限为：2018年—2025年

近期建设发展期限 2018-2020年；

远期建设发展期限 2021-2025年。

第五条 规划依据

1、 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4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2、专业标准及规范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50137-2011）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1995）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的暂行规定》（建设部文件：建规[2002]218

号）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GJJ/T85-2017）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50293-2014）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CJ34-2010）

http://www.csres.com/detail/205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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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51080-201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50413-2007）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2006年）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发【2008】24号）

3、地方标准及文件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宁夏沿黄城市带发展规划》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青铜峡年鉴（2014）》

《青铜峡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宁夏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全解读

《吴忠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年）》

《青铜峡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

《青铜峡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青铜峡市沿山(贺兰山)规划区总体规划（2013-2027年）》

《青铜峡市沿山(贺兰山)规划区总体规划（产业发展专篇）》

《青铜峡市嘉宝轻纺工业园总体规划修编（2016-2020）》

《关于加强和改进节约用地管理的若干意见》

《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版）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发区整合优化

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党办【2018】82号）》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宁政办发【2018】48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全区建筑领域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安

全准入工作实施方案》

国家和宁夏地区现行的其他有关法规和规范

第六条 规划面积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宁政办发〔2018〕48 号）》，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将形

成由三个区块发展三个主导产业的自治区级工业园，总面积为

2559.34 公顷（25.5934 平方公里），具体四至范围为：

区块一（原吴忠青铜峡新材料基地西区）：东至西夏渠、南至军

事靶场边界，西至恒源牧业，北至立马路，面积 1169.92 公顷；

区块二（原吴忠青铜峡新材料基地东区）：东至青铜峡铝业公司

东界，南至 109 国道，西至包兰铁路，北至立马公路，规划面积

688.43 公顷；

区块三（原嘉宝轻纺工业园区）：东至京藏高速，南至汉坝东街，

西至惠农渠，北至大古铁路，规划面积 700.99 公顷。

第七条 本规划是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凡在规

划区范围内进行的各项土地及空间利用规划和一切建设活动，均

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的规定，执行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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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条文中的黑体字为强制性条文。强制性条文是对城市规划实施

进行监督检查的基本依据，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进行建

设的，属严重违反城市总体规划的行为，应依法进行查处。

第九条 本规划经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规划构思与布局

第十条 用地布局原则

（1）土地集约原则

（2）合理布局产业原则

（3）保证用地完整性的原则

（4）生态适宜性原则

第十一条 用地规划构思

“一园三主导、区块有特色”。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包含的三个区块，以各自主导产业为发

展核心，积极推动各区块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创新和提升，突破瓶

颈，以组团式结构布局，打造主导产业与辅助产业协调发展，具

有基础优势、区域优势、发展有序的省级工业园。

区块一：主导产业--—精细化工产业

区块二：主导产业----有色金属材料产业

区块三：主导产业----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业

第十二条 用地布局结构

青铜峡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用地为组团式布局结构，主导产业与辅

助产业协同发展，产业关联、资源聚集、创新驱动的总体架构。

区块一：“一主导二辅助一鼓励” 即“121”的产业布局结构。

一个核心主导产业为精细化工产业；二个辅助产业为建材产业、

冶金产业；碳基新材料为本区块的鼓励类产业；用地规划采用网

格式布局。大力推动精细化工产业的提质增速发展，主动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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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前景的新型材料产业，针对具有地域基础优势的辅助产业

着重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控制环境污染增量。

区块二：“一主导一核心”即“1+1” 的产业布局结构。一个主

导产业即为有色金属材料产业，产业核心为金属铝产业；用地规

划采用组团式布局。依托青铝集团，集中优势、大力发展以金属

铝为核心的有色金属材料精深加工，打造以金属铝为核心的有色

金属材料产业链，构建有色金属产业集群。

区块三：“一主导两辅助” 的产业布局结构。即以汽车零部件及

智能制造为主导产业，辅助发展区域优势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

纺织产业。

第十三条 用地规划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总用地面积 2559.35 公顷。鉴于现状部分企业

建设的实际情况及工业园区发展需求，将园区周边部分连块用地

作为规划发展区，其中：

区块一：经四路向南延伸段以东、中央大道以南、经三路以西、

纬二路向西延伸段以北；立马公路以南、青铜峡铝厂自备电厂以

东、包兰铁路以西；此两地块作为区块一规划发展区；

区块二：包兰铁路以南、乌玛高速以东、原沿山公路以西、G110

以北，此地块作为区块二规划发展区；

区块三：G109以东、惠农渠以西、大古铁路以南、汉源街以北，

此地块作为区块二规划发展区；

1、区块一用地规划

区块一用地面积 1169.92 公顷。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区块一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现状行政办公用地，占地

面积约 8.47 公顷，占建设用地 0.72%。

（2）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规划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4.20 公顷，占建设用地 0.36%。位于

G110与纬一路交叉口东侧沿路布置。

（3）工业用地

区块一工业用地以三类工业用地为主，用地面积 835.64公顷，占

建设用地 71.43%。

（4）居住用地

规划居住用地为二类居住用地，位于工业园区服务中心东侧，用

地面积 6.78公顷，占建设用地 0.58%。

（5）交通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以园区干道及社会停车场用地为主，用地面积 77.18

公顷，占建设用地 6.60%。

（6）公用设施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4.04公顷，占建设用地 0.35%。主要包含供电、

供燃气、消防设施用地。

（7）绿地

绿地面积为 233.61公顷，占建设用地 19.97%。以防护绿地为主，

包含高压走廊。

2、区块二用地规划

区块二用地面积 688.43 公顷。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区块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现状行艾山社区，占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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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0.98公顷，占建设用地 0.14%

（2）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对现状商业服务设施用地进行沿街改造，用地 5.05公顷，占建设

用地 0.73%。

（3）工业用地

区块二工业用地以现状一类工业用地和三类工业用地为主，用地

485.47，占建设用地 70.52%。

物流仓储用地

区块二物流仓储区为现状物流园、长庆石油转运站、国家粮食储

备局，用地 88.07公顷，占建设用地 12.79%。

（5）交通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以园区干道及社会停车场用地为主，用地 91.7公顷，

占建设用地 13.32%。

（6）绿地

绿地面积为 17.16公顷，占建设用地 2.49%。以防护绿地为主，包

含高压走廊。

3、区块三用地规划

区块三用地面积 700.99 公顷。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区块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现状企业服务中心和工

会，占地面积约 6.96公顷，占建设用地 0.99%

（2）商业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设施用地为现状加油站、加气站，用地 4.92公顷，占建

设用地 0.70%。

（3）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以二类工业用地为主，用地面积 497.82公顷，占建设用

地 71.02%。

（4）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为现状二类居住用地，用地面积 22.78 公顷，占建设用

地 3.25%。位于亲水路以东和杭萧路以南。

（5）交通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以园区干道为主，用地面积 48.53 公顷，占建设用

地 6.92%。

（6）公用设施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6.08 公顷，占建设用地 0.87%。主要包含供电、

排水、消防设施用地。

（7）绿地

绿地面积为 78.17公顷，占建设用地 11.15%。以防护绿地为主。

第十四条 公共设施规划

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公共设施规划主要包含行政办公、商业金融、

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方面。

第十五条 公共设施规划布置

（1）行政办公

园区行政办公区位于园区服务中心。

（2）商业金融

规划的商业服务设施主要是沿街商铺、饭店、宾馆、生产技术服

务。区块一商业金融布置于 G110 与纬一路交叉口以东沿街布置，

区块二商业服务设施分布于艾山街以北，区块三距离城区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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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公交线路已基本完善，交通十分便利，商业金融服务的需

求可在城区开展。

（3）文化娱乐

园区文娱、体育设施主要规划安排文化活动中心、体育运动中心、

信息中心等，其中文化活动中心结合比较独立的居住区分别安排，

体育运动中心可结合企业厂区配套建设。

（4）医疗卫生

园区医疗卫生结合居住区、社区规划建设。

第三章 综合交通规划

第十六条 规划依据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

《关于加强和改进节约用地管理的若干意见》

《银川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6版）

第十七条 规划原则

1、满足车流和人流的安全畅通，并将园区内动态交通和静态交通

设施结合起来系统规划。

2、因地制宜，与产业园用地布局结构相适应。

3、满足园区救灾、日照、通风的要求，并留出绿化位置。

4、为地上、地下工程管线和其它市政公用设施提供空间。

第十八条 区块一道路系统规划

1、道路系统规划

为保证园区道路系统的通达性，本次规划将在现有路网系统基础

上对路网结构进行调整：

 新修道路：纬三路、宏达路、青铜峡自备电厂西侧道路（规划

路）

 打通断头路：经四路、南环路、纬一路、纬二路

2、路网结构

通过打通断头路、新修道路，区块内道路将形成以主干道、次干

道组成的便捷顺畅的道路网络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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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主干道为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系道路，在区块一内形成“两

横三纵”的格局；主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 28.5米，设计行车速度

为 40-60公里/小时。

次干道：次干道为各功能区中的主要道路，系统完整，可达性、

互补性强，与主干道一起能够提供最为便捷顺畅的交通保障，最

大限度地发挥道路网络的作用；次干道道路红线宽度为 28.5米，

设计行车速度为 30-40公里/小时。

3、道路网密度

区块一道路网密度为 3.213(km/k㎡)。

4、交通设施规划

 停车场

G110与立马公路两条公路穿过该区块，且临近乌玛高速--青铜峡

西高速收费口，社会车辆及货运车辆较多，综合考虑该区块产业

性质及通行车辆因素，规划在中央大道与 G110交叉口东侧设置

社会停车场，以满足该区块停车需求。停车场引入生态停车理念，

设计以“高绿化、高承载”为原则。

 货运站场

依托现状包兰铁路线，规划在纬二路东延伸段与区块二连通处设

置一处货运站场，作为园区的货运专线。

5、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

（1）科学规划交通信息化管理

（2）建立专门的综合协调机构

（3）加强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

（4）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

第十九条 区块二道路系统规划

区块二道路系统规划主要以改善路面结构为主。

（1）长滩路改造工程（立马公路～铝厂大门口）

（2）艾山街改造工程（火车站门口～109国道）

第二十条 区块三道路系统规划

1、道路系统规划

本次规划将针对区块三在现有路网系统基础上对路网结构进行调

整：

 新修道路：纬五路、纬六路、经三路、经四路、经五路

 打通断头路：嘉宝路、汉源街、东环路、北环路

2、路网结构

通过打通断头路、新修道路，区块内道路将形成以主干道、次干

道和支路组成的便捷顺畅的道路网络系统结构。

（1）主干道：主干道为各功能区之间的联系道路，在区块三内形

成“四横三纵”的格局；主干道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20 米、25

米、30米，设计行车速度为 40-60公里/小时。

（2）次干道：次干道为各功能区中的主要道路，系统完整，可达

性、互补性强，与主干道一起能够提供最为便捷顺畅的交通保障，

最大限度地发挥道路网络的作用，次干道道路红线宽度分别为 15

米、16米、21米，设计行车速度为 30-40公里/小时。

（3）支路：支路是主次干道的补充，强调与河道、绿地等自然景

观结合布置，并发挥一定的服务功能。

3、道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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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三道路网密度为 3.716(km/k㎡)。

第二十一条 社会公共停车系统规划

1、规划原则

（1）布局合理、规模适当、易于实施，结合道路交通、用地功能

分区、人防工程等合理布局，符合有关规范、规定等技术要求；

（2）节约用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闲置边角地和原有场地改造；

（3）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主要解决公共停车问题，充分考虑停车

场的建设步骤，做到近、远期相结合。

2、系统规划

停车场包括社会公共停车场、配建停车场。通过合理的布局，未

来将形成以配建停车设施为主体、路外社会公共停车场为补充的

静态交通格局；形成点面布局结合，合理布置停车设施。

 配建停车场：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标准应符合相关规定。结

合人防的要求，在重要商业配套设施周边，进行地下空间的开发

和利用；并且对商业设施停车位配比进行强制要求。

 非机动车停车场：可结合机动车停车场布置或依靠建筑物配建

来解决。公共服务设施应根据需要就近设置一定规模的自行车停

车场，为自行车停车换乘提供良好和方便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 绿化景观规划

1、规划原则

（1）功能性原则

（2）生态性原则

（3）安全防护原则

2、建设内容

（1）道路两侧绿化带的建设。

（2）充分利用现状高压走廊。

（3）在园区重要交通节点处建设景观节点，增加园区的趣味性。

（4）合理运用园区零碎不规整土地，增强各个区块的“生态性”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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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业发展规划

第二十三条 产业发展原则

1、坚持供给优化与需求牵引并举，更加突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坚持稳增长与调结构并行，确保工业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3、坚持培育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并进，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发

展新动能

4、坚持统筹自主发展与开放合作并重，推动对外合作水平上台阶

第二十四条 主导产业定位

根据国内外市场发展趋势及产业发展方向，按照国家及自治区产

业发展导向，依照产业选择原则，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及现状产业

发展条件，确定精细化工、有色金属材料、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

造作为园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

第二十五条 限制发展产业

按照区域统筹、差异化发展原则，确定煤炭、电力（不含热电联

产机组）、医药（生物发酵类）、冶金、建材（水泥）行业作为

园区限制发展产业，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原则上不再发展限制类

产业，着重强调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控制环境污染增量。

第二十六条 发展定位

青铜峡市作为宁夏沿黄经济重点建设市县，历来是全区工业经济

核心区之一，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工业总产值占青铜峡市工业总

产值 50%以上。依托园区的区位特点及产业发展现状，结合青铜

峡市以建设“沿黄经济新型工业集聚区”的目标，将园区定位为：

宁夏新材料产业示范基地、西部轴承产业基地、宁夏智能制造设

备产业园。

第二十七条 产业发展战略

1、区块一：

依托园区现已形成的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突出重点，

培育精细化工产业核心产业集群，以点带面，做大做强精细化工

产业；加快现状企业兼并重组步伐，提升建材、冶金等传统优势

产业的升级，推动企业嫁接、转型升级；主动发展具有战略性优

势的新兴材料产业；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及市政配套，加快

推进智慧园区建设，打造全方位生产性服务业配套体系，大力推

进园区现代物流业建设。

2、区块二：

依托青铜峡铝业集团产业基础，整合艾山街区域老工业基地，延

伸产业链，拓展有色金属材料产业集群，打造具有资源优势、地

域特色的，以金属铝为核心的有色金属材料产业集群；依托艾山

街附近长庆石油物流园、交通物流园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助推

区块一、区块二快速持续发展。

2、区块三：

依托现状产业基础，发展以轴承为核心的动车零部件产业，拓展

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业；通过引进区内外智能技术，推动智能

装备产业发展，打造宁夏智能制造设备产业园；通过科技创新及

产业链延伸，提升现有农副产品加工业综合实力；通过承接东部

产业转移，作为吴忠市纺织产业功能的补充，积极发展现代纺织

产业，助力吴忠市纺织产业发展；加快物流、创新研发平台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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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展览建设，配套园区发展。

第二十八条 精细化工产业发展方向

1、以现有产业基础为先导，大力发展各类添加剂、助剂类产业；

2、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升打造西部农药基地；

3、依托区内能源化工产业基础，打造新型化工合成材料产业集群；

4、拓展发展高新技术精细化工产品及精细化工中间体。

第二十九条 精细化工产业近期重点项目

 吴忠领航生物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000 吨绿色农药（烯啶

虫胺、氟吡菌酰胺、氟啶胺）生产项目

 宁夏农加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8000 吨 2-氯-5 氯甲基噻唑、2-

氯-5 氯甲基吡啶、噻虫嗪原药项目

 宁夏强荣工贸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覆膜砂、20万吨压裂砂支

撑剂项目

 青铜峡市利源工贸有限公司 2×30 万吨工业硫酸及下游系列

产品项目

 宁夏大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 3万吨抗皱防缩树脂项目

 宁夏京成天宝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年产 8000.0 吨碘硒钴微量

元素添加剂、年产 8000.0 吨预混合饲料项目

 宁夏亿昀特种工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低密度油井水泥

及减轻外掺料项目

 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油泥、污泥资源化利用

 青铜峡市鑫岩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15万吨支撑剂及配套产

品项目

 青铜峡市瑞通支撑剂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30万吨压裂石英砂、

压裂树脂砂等支撑剂项目

 宁夏京成天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全溶型复合肥

料、2万吨腐殖酸或氨基酸水溶肥料项目

 宁夏德仕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万吨氨氧化氯化综合系列产品

及四氯间苯二腈项目

 宁夏中泰兴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锂电池负极材料

 青铜峡市舍得伟业工贸有限公司 1000 吨/年噻二唑酮项目

 东吴农化腐霉利原药、辛菌胺醋酸盐母药和制剂项目，建设年

产 1500 吨腐霉利原药、3000 吨辛菌胺醋酸盐母药、12000 吨

制剂项目

 原平市源利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奥拉明项目

 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西姆集团合作，石墨电

极及附属材料项目

 宁夏鑫硕工贸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100 万吨高铁精细砂项目

 宁夏欣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8万吨甲醛水溶液及下游系

列产品项目

 德州天宇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4 万吨丙炔醇、丁炔二

醇、丁烯二醇、甲醇钠等系列产品项目

 江苏长丰有机硅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吨中间体助剂项目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四氯间苯二甲腈项目

 乌海市恒宇环保有限公司建设年产 20万吨脱硫剂项目

第三十条 有色金属材料产业发展方向

积极开发高性能铝合金品种及大型铝合金材加工工艺及装备，以

轻质、高强、大规格、耐高温、耐腐蚀、耐疲劳为发展方向，发

展高性能铝合金，重点发展新型建筑挤压铝型材、工业铝型材、

车用铝部件、铝板带箔、家电、电子用涂层铝箔、新型高档装饰

板材、铝基复合软包装，飞机、高速铁路等交通运输装备铝合金

产品。

第三十一条 有色金属材料产业近期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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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高效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主要

包括科技创新、污染防治及提质降耗综合改造三大类 27 个子项

目；实施电解槽大修和电解烟气净化改造、铝灰处理改造、阳极

开槽技改等 12个子项

 河南鸿炜钢制品有限公司铝合金及深加工产品，主要产品为铝

合金棒、铝合金锭

 江西宏宇铝业有限公司建设生产铝棒项目及铝材加工项目

 宁夏锦绣轻合金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5条 20万吨车体特种轻

合金型材生产线、3条超大型构件生产线、3条超大型构件焊接生

产线，3条高精度焊接工艺生产线、3条超大型压铸件生产线、1

条高精模具制造生产线项目。

第三十二条 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方向

1、做强轴承制造业，带动动车零部件加工业

2、加快发展区域配套机械制造产业

3、大力发展精密零部件及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

第三十三条 汽车零部件及智能制造产业近期重点项目

 宁夏汇高科装备制造铸造、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汽车刹车

盘生产

 宁夏润昌实业有限公司新技术智能高端印刷包装项目

 宁夏苏锡铜业科技有限公司光电铜业新材料基地项目

 汇高科技公司全自动智能装备生产线及控制系统项目

 宁夏杭萧实业公司德迈数控机床项目

 宁夏塞上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0台（套）太空能

杀青设备生产项目

 浙江温岭市滨海机床有限公司年产 1500台高端自动化、智能

数控装备项目

 宁夏华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套紧密深沟球轴承加

工生产项目

 宁夏吉宏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5亿平方米环保包装箱

智能工厂项目

第三十四条 完善配套产业体系

1、现代物流业

物流业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继原材料、劳动力之外的第三利润源泉,

也是园区提质上台阶的重要环节，本次规划将整合园区三个区块，

并依托地域畅通的交通网络，完善园区现代物流业。

（1）规划物流运输以汽运为主，火车运输为辅的现代物流运输系

统。

（2）仓储货运场所规划。

（3）依托园区现有平台，通过专业化标准化建设，健全园区现代

物流全产业链，为园区企业及园区产业上下游用户提供多功能、

一体化的综合服务。

2、生产服务业

以服务性质分类，未来园区生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主要在六个方

面：一是研发设计，积极开展研发设计服务，加强新材料、新产

品、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工业设计，培育企业品

牌、丰富产品品种、提高附加值，促进工业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

服务转变；二是现代物流平台，优化物流企业供应链管理服务，

提高物流企业配送的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推广企业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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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管理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加强核心技术开发，发展连锁配

送等现代经营方式，重点推进云计算、物联网、北斗导航及地理

信息等技术在物流智能化管理方面的应用；三是融资租赁平台，

建立完善融资租赁业运营服务和管理信息系统，丰富租赁方式，

提升专业水平，形成融资渠道多样、集约发展、监管有效、法律

体系健全的融资租赁服务体系；四是信息服务平台，发展涉及网

络新应用的信息技术服务，积极运用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

推动制造业的智能化、柔性化和服务化，促进定制生产等模式创

新发展；五是技能环保服务平台，健全节能环保法规和标准体系，

增强节能环保指标的刚性约束，严格落实奖惩措施。大力发展节

能减排投融资、能源审计、清洁生产审核、工程咨询、节能环保

产品认证、节能评估等第三方节能环保服务体系；六是检测认证

服务平台，加快发展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服务，鼓励不同所有制

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不断增强权威性和公信力，

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有力的支持保障服务。

第三十五条 全面打造生态智慧园区

1、智能通信管道

智慧工业园区的智能通信管道建设需要充分利用 RFID、移动通信

网络、光纤网络等多种网络互连，充分的实现物与物、物与人、

人与人的各种互连。实现泛在、融合、智能网络。打造园区与通

信骨干网相连的信息高速公路。云计算是推动智慧工业园区智能

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打破信息孤岛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智慧

工业园区根据园区实际状况可自行建设云计算中心或者充分利用

附件区域的云计算中心，为园区提供可靠的基础软硬件、丰富的

网络资源、低成本的服务和管理能力。

2、智慧产业

利用各种智能化、信息化应用帮助工业园区产业实现生产方式、

经营模式及运营方式的转变，增强企业竞争力，提升企业的生产

效率，实现转型升级，并以工业园区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的有效聚

合。

3、智慧政务

以智能化、信息化的手段协助工业园区提升园区的管理效率，推

进全面的园区管理、高效的电子政务、便捷的公共服务，有效降

低企业的社会运营成本，全面提升工业园区的整体竞争力。

4、智慧民生

通过各种智能化、信息化应用为园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提供周到、方便、安全、贴心的信息化服务，充分的有效聚集人

才，促使园区成为一个在园区内找到自我满足感的智慧聚集地。

第三十六条 产业准入基本要求

1、产业导向原则

申请入园项目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规定，符合《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宁政办发〔2018〕48号）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发区整合优化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宁党办发〔2018〕82号）文件要求，属于禁止、限制类产业一

律不准入园。

2、园区规划原则

入园项目须符合园区发展规划，助推主导产业发展形成地域优势

产业，大力发展配套产业。

3、集约用地原则

为合理引导产业发展，全面提升园区发展质量，要求新入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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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类项目：工业项目的建筑系数应不低于 30%（建筑系数：项

目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用于生产和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构筑物

占地面积总和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工业项目建设用地容积率

不低于 0.8；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

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严禁在工业项目用地范围内建造

成套住宅、专家楼、宾馆、招待所和培训中心等非生产性配套设

施；工业企业内部一般不得安排绿地，但因生产工艺等特殊要求

需要安排一定比例绿地的，绿地率不得超过 20%。

4、环保准入原则

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制度、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等，新入园项目须采用清洁

生产工艺和设备，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达到行业先

进水平，万元产值水耗控制在 4.5m3以下，万元产值能耗控制在

0.31吨标煤以下。相关环保指标未达标的项目，一律不准入园发

展。

5、投入产出原则

新入园建设项目亩均投资强度不小于 250万元（区块三亩均投资

强度不小于 300万元），亩均产值不小于 200万元，亩均税后收

入不低于 20万元，并保障企业利税逐年稳步增长。

第三十七条 产业发展目标

1、近期目标（2018－2020 年）

近期为主导产业导入及产业整合阶段。到 2020年，园区工业总产

值年增速不低于 10%，工业总产值达到 170亿元以上；进一步加

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

建设，先进技术装备的比重达 80%以上，新技术采用率达到 60%

以上，争取建设 2-3企业技术中心；绿色发展成效显著，重点行

业单位制造能耗、物耗、水耗、污染物排放达到行业内先进水平，

万元GDP能耗比2015年下降14%，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5

年下降 18%。

2、远期目标（2021－2025 年）

远期为主导产业关联发展，产业链扩张阶段。随着园区的发展，

主导产业聚集优势逐步凸显，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企业逐步向产

业链高附加值阶段转移。到 2025年，园区工业总产值年力争突破

300亿，主导产业产值达到园区工业总产值的 60%以上；先进技

术装备的比重达 90%以上，新技术采用率达到 80%以上，研发投

入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 2.0%；1-2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10个

企业技术中心；清洁生产技术得到普遍应用，单位产品能耗指标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达到 85%，工业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80%，力争创建 3-5家绿色工厂，成为全区

综治环保节能典范。

http://www.chinabgao.com/report/c_p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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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供应设施工程规划

第三十八条 供水工程规划

1、区块一供水工程规划

 需水量预测

通过计算预测，区块一远期发展需水量为 2.36万 m³/d。现状水源

满足远期园区发展用水需求。

 水源

待银川都市圈西线供水工程贯通后（预计 2019年贯通），园区供

水水源接至西线供水管网，满足园区生产生活用水。

 供水管网规划

生活供水管道以中央大道、经三路为主线，向周围辐射；

工业供水管道以经一路、经三路延伸段为主线，向周围辐射；

中途设置加压给水泵站，提升环状管网压力。

 水质要求

生活用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水压要求

管网供水采用直供或通过泵站加压提升的方式使给水压力满足区

域内各建筑所需最低压力 0.28MPa。

2、区块二供水工程规划

 区块二是以青铝集团分公司为核心的发展电解铝基础产业的

区块，目前需水量均满足生产需要。

 水质要求

生活用水水质应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3、 区块三供水工程规划

 需水量预测

通过预测，区块三远期发展需水量为 1.54万 m³/d。现状水源满足

远期园区发展用水需求。

 供水管网规划

供水管道随道路建设同时敷设，遵循新建管道与原管道协调的原

则，构建园区内环状供水管网。规划供水管网接现状管网。

第三十九条 供电工程规划

1、区块一供电工程规划

 规划预测供电负荷为 5.08万 KW。

 规划利用 220KV 新梁变电站、110KV新桥变电站、22KV 小

坝变电站为各区域供电，沿路设 35KV和 10KV电力线路。

 规划区内现状区域 330KV、220KV、110KV、35KV高压走廊

需加以保护，330KV线路导线边 60米以内，220KV线路导线边,40

米以内，110KV线路导线边 20米以内，35KV线路导线边 20米

以内为走廊控制区。

2、区块二供电工程规划

 区块二用电接小坝变电站和大坝电厂变电站。现状电力线路沿

G109、长滩路及园区内部道路敷设，满足区块二用电负荷。

 规划区内现状区域 35KV高压走廊需加以保护，35KV线路导

线边 20米以内为走廊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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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块三供电工程规划

 规划预测供电负荷为 3.09万 KW。

 供电管网规划

区块三内供电系统由红星 110kv 变（35kv/10kv）供给，规划增加

红星 110kv 变的供电机组，使供电负荷满足园区内使用。另新增

建设嘉宝 110KV 变电站，可满足园区长远供电需求。

规划区块三内供电电力线为架空和地埋线路。

第四十条 供热工程规划

1、区块一供热工程规划

 供热指标及供热量预计

规划采暖热负荷约 21.35MW。

 供热管网

区块一完善供热管网建设，沿园区干道道路敷设。

2、区块二供热工程规划

 供热管网

区块二已具备完善的供热管网系统，不再另行规划。

3、区块三供热工程规划

 供热指标及供热量预计

（1）园区现状嘉宝供热站已取消，园区热源由大坝电厂余热提供，

在园内只建设换热站。

（2）针对不同用地性质，采取以下指标：

① 工业用地采暖热指标为 60w/㎡

② 公用设施用地采暖热指标为 70w/㎡

③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采暖热指标为 45w/㎡

（3）规划采暖热负荷约 164.9MW。

 供热管网

供热管网为闭式双管循环系统，枝状布置，沿规划路单侧直埋敷

设，管径位于 250--600mm 之间。热力网管道与建筑物或其他管线

的最小距离。

第四十一条 通信工程规划

1、规划依据及目标

逐步建立集语言、数据、图文于一体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

个人化的通信系统，合理规划预留电信基础设施用地，建立完善

的综合信息传输通道，以地下管网建设为主，空中微波走廊为辅，

确保信息传输的安全可靠。随着电信业务的市场化进程，各营运

商应协调发展，开发有序、合理，竞争公正、公平。

2、综合信息管道规划

建立完善的综合信息传输系统，形成互连互通，层次分明的网状

传输体系。一般在道路西侧、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下建设电信管

道，除传统电信业务外，该管群还包括有线电视、数据通信、移

动通信、专用网络等各种信息传输需求，应统一规划，同期实施，

各运营商应相互协调，共建共用管道资源，避免重复开挖。

3、移动通信规划

规划工业园区建设配套管道光交、节点机房等。其中：

区块一新建管道共 11公里，拟建汇聚机房一个，新建光交 5座，

布放 72芯光缆 10KM。

区块三修一趟管道，从亲民路与清源街交叉口向北修，汉源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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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趟管道，共计建设管道 4KM。拟建汇聚机房 2 个，一个位于

小坝工业园基站旁边，一个位于亲水路与汉源街交叉口。规划光

交 5 座，分别是汉坝东街与亲民路交叉口、清源街与亲民路交叉

口、清水路与清源街交叉口、清水路与汉源街交叉口、汉坝东街

向北 600 处。

4、有线电视

大力发展有线电视网络，争取做到园区全覆盖，进一步拓展业务

领域及服务功能，逐步实现“三网合一”。

第六章 环境设施工程规划

第四十二条 排水工程规划

1、区块一排水工程规划

 污水量预测

区块一以三类工业用地为主，通过对工业废水的再生利用和排放

方式的综合考虑，污水排放系数定为 0.3，计算得园区污水总量为：

2.36x0.3 =0.708 万 m³/d。

 雨水量预测

计算得：暴雨强度 q为 59.72升/秒·公顷，雨水流量Q为 79492.1l/s。

 排水体制

规划区块一采用雨污分流制，道路雨水经收集后直接排入绿化带

与沟渠内；厂区雨水经管网收集后，汇入雨水收集池，经过预处

理后，回用道路浇洒、绿化等。生产污水经企业预处理达标排入

市政排水管网，进入青铜峡市宝德华陆污水处理厂进行综合处理。

 排水管网

区块一的排水管网根据道路走向及园区的自然地势，设计排水为

重力流排水。

2、区块二排水工程规划

 污水量预测

区块二以青铝集团分公司为核心的发展电解铝基础产业的区块，

现状污水量为 3500m³/d。

 雨水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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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暴雨强度 q 为 59.72 升 /秒·公顷，雨水流量 Q 为

36999.04l/s。

 排水管网

区块二污水管网沿 G109、长滩路敷设。管径为 DN300-400。

3、区块三排水工程规划

 污水量预测

区块三以二类工业用地为主，根据园区企业用水性质，通过对工

业废水利用和排放方式的综合考虑，污水排放系数定为 0.462，计

算得园区污水总量为：

1.54x0.3 =0.462 万 m³/d。

 雨水量预测

计算得：暴雨强度 q 为 140.37 升 /秒·公顷，雨水流量 Q 为

88556.53l/s。

 污水处理厂

区块三拟在纬四路南侧与惠农渠交汇处建设工业污水处理厂一

座，规划设计处理能力为 5000m³/日。占地约 30亩，一期处理能

力为 2500m³/日污水。

 排水体制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直接排入绿化带与沟渠内，污水排入

市政排水管网，进入区块三污水处理厂，进行综合处理。

 排水管网

区块三的排水管网根据道路走向及园区的自然地势与坡度，设计

排水为自重排水。

根据排水秒流量，设计排水管网管径为 500mm-1000mm。

第四十三条 环卫工程规划

 工业固体废弃物

规划区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以工业生产排放为主，据调查，规划区

的现状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煤渣、煤灰、建筑垃圾等，

预计远期需填埋固体废弃物产量为 0.5万吨/年。固体废弃物采用

集中填埋处理方式。

 建筑垃圾

对于规划区建筑垃圾应鼓励建筑承包商采用合适的建筑废料作为

表层填料，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将建筑垃圾集中用做工程项目的

低填，以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消耗，建筑垃圾可与区域土方平衡相

结合，尽量减少建筑垃圾运往垃圾填埋场弃置。

 污水厂污泥

污水厂的污泥，根据其成分特性，采用先进合理的处置方式：有

利用价值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可作为土壤肥料或建材原料进行

综合利用；无法利用或利用价值较低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可采

用填埋法或焚烧法处理；属危险废物的，应交由相关危险废物交

由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处理。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的产量与人口和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规划区规划建设

垃圾收集系统。按照环卫规划及时设置建设垃圾站，收集规划区

的垃圾。垃圾清运的车辆要采用封闭式的，以免在运输的过程中

产生二次污染。规划区规划建设垃圾收集系统，按照环卫规划及

时设置建设垃圾站，收集园区的垃圾，垃圾压缩站和垃圾转运站

二站合一，规划建设垃圾转运站 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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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容卫生

规划区内各建设项目，根据用地条件和自身要求，沿厂区外规划

区道路应设绿篱、低矮的围栏或通透性围墙，其中围墙高度不超

过 2.5m。沿路围墙及其基础不得突破道路红线，其他方向围墙可

根据自身要求设置。

第七章 安全发展规划

第四十四条 安全发展规划的目的

1、通过对园区化工、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产业的现状调查

和分析,掌握工业园各产业的特征和分布情况；

2、通过对园区涉及的危险、有害因素和危险、有害程度分析掌握

园区内常见的主要危险化学品的危险、有害特性及风险程度；

3、通过对现有入园产业的分析，确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方

向和各产业链的结构；

4、通过对现有的供电、供水、供热等能源分析，确定园区的能源

规划的建设内容；

5、通过对园区现有的消防、交通、运输等安全设施分析，确定园

区配建的安全设施建设内容；

6、通过对园区现有的安全管理体系的分析，完善园区的安全保障

体系。

第四十五条 安全发展规划的原则

1、战略性原则

2、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3、安全规划和安全发展管理服务的原则

第四十六条 项目准入要求

1、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严格控制,确保安全。

化工建设项目凡是不符合规划、环保、安全生产要求的一律不予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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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鼓励先进,限制和淘汰落后的原则。

凡是生产规模和工艺、设备水平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 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40 号）规定的项

目，不得设立和批准建设。

3、坚持严格控制新增剧毒、高毒危险源,严格控制剧毒、高毒化

学品长距离运输的原则。

4、坚持属地管理,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的原则。

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必须要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适应，能够充分

发挥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

第四十七条 产业选择

积极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的环保型产业和生态产

业（绿色产业），引进无废、少废、节水、节能的新技术、新工

艺、生态绿色产品，逐步推行清洁生产。

第四十八条 园区安全管理模式

园区实施三级管理模式，即政府安全监管→园区安全监管→企业

安全管理。

第四十九条 安全保障体系

为了落实园区安全发展规划，在园区发展同时，还需要完善相应

的保障体系，园区内主要需完善保障体系有：安全管理保障体系、

应急救援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三废处理保障体系、消

防设施保障体系等以确保安全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

第五十条 消防设施保障体系

消防设施保障体系包括消防管网的建设、消防站建设、消防通信

建设。

第八章 环境保护规划

第五十一条 环境保护规划总目标

1、总体目标

在确保宁夏青铜峡工业园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环

境质量的总体达标，环境功能区达标，资源有序利用，环境基础

设施先进完备，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为根本，以废物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为主线，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循环经济工作，建立工业发展和人居

环境协调发展自治区级工业园。

2、分项目标

对于烟尘，应采用旋风、布袋除尘或静电除尘工艺，除尘效率可

达 95％以上。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必须采用湿法脱硫，一般采用麻

石、文丘里水膜脱硫，效率可达 45％以上。大型企业可采用石膏

法脱硫，进行综合利用。

园区企业排水主要是冶炼企业的冷却循环水，化工企业的工艺水

及锅炉除渣水，处理的方法一是提高重复利用率，达到 60％以上，

二是进行二次以上沉淀后达标排出。对于个别生化、染料、化工

企业排水中含有超标 CODcr、BOD5、SS、色度、重金属、氨氮

等，企业应进行物化、生化甚至深度处理后达标排放。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生产下脚料、炉渣、粉煤灰、建筑垃圾等，处

理的方法是制砖、做保温材料、铺路、填埋地基等。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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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 水环境功能区划及污染控制处理

1、功能区划

规划区水面划为Ⅲ类水域功能区。

2、废水处理方案

园区内的企业产生的生产废水必须先经厂区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最大程度回用，必须外排的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三级标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3、水环境监测

园区建设完成后，各企业工业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由区内的排污管

道排入污水处理厂，为了反映园区废污水排放情况，建立水质监

测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国家环保法和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要求，

采取自测和上级环境监测部门抽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

第五十三条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与污染控制

1、功能区划

所有区域均执行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的二级标准。

2、污染控制

①园区应合理布局：禁止在上风向布置大气污染较重的项目。

②进行技术和工艺的改革，减少工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含灰

尘较多和有害气体的废气要处理才能排放。

③提倡使用大气污染较轻的能源，对使用大气污染较少的能源给

予优惠政策。

④严格管理、控制汽车尾气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质量。

⑤高标准绿化，科学选择树种，减少道路扬尘。

3、大气环境监测

⑴监测点设置：对于污染源，应对区内主要企业的烟道气、除尘

器工作情况等进行监测，对异常情况及故障可尽快发现与解决。

对园区大气环境质量，应设置 3-4个常规监测点。对于区域无组

织排放源监测，建议在重点企业在厂界设置监测点，可委托有资

质的环境监测部门对空气中特殊因子的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浓度

进行监测，每季度监测一次。

⑵监测频率：应定期进行采样监测，可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采样监

测，可每半个月或一个月采样依次。

第五十四条 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区划与污染控制

1、功能区划

以居住、商业和工业混杂区为主的区域划分为二类噪声标准适用

区；以园区为主的区域划分为三类噪声标准适用区；规划区内道

路交通干线和部分临街地段划分为四类噪声标准适用区。

2、污染控制

①采用无声的或低噪声的设备和工艺代替高噪声的设备和工艺。

②为人口密集处提供良好的交通和足够活动场所，降低单位面积

的人口密度。

③在道路的两旁设置足够的绿化带，阻挡噪声的传播，吸收部分

噪声。

④把声源布置在凹地，利用地形的高差阻隔噪声。

⑤噪声大的区域与要求安静的区域有足够的距离或设置隔离带。

⑥合理划分各噪声标准不同的区域，集中布置工业和商业用地，

把噪声源和容许高的噪声的场所相对集中布置，减少总的干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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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3、声环境监测

主要在园区靠近镇区的边界上设点监测噪声状况，每季监测一次，

一年四次。对区内强噪声源，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

进行布点监测，每季监测一次。

第五十五条 固体废弃物及废液处理与处置

1、临时堆放设施

各厂应按规范要求设置临时堆放设施。

2、危险废物处置

危险废物交由具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处理。

3、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

锅炉灰渣、气化炉粗渣等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积极寻求规划区内

产业链上的综合利用途径，不能转化的送渣场堆放。渣场设计应

选择专业设计公司，并按国家规范及环评要求进行。

4、生活垃圾处置

生活垃圾送市政生活垃圾场处理。

第五十六条 环境保护管理

本园区的环境保护管理应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归口管理”

的管理体制。

由项目主管单位配合地方环保部门进行日常环境监测，记录并及

时上报污染源及环保措施运转动态。

第五十七条 环境监测工作的要求

⑴环保监测工作应包括各类污染源强(企业主要排污口)与环境质

量(园区边界及公共设施等敏感点、厂区)方面的监测。

⑵注重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园区应建立环保档案，搞好

数据积累工作，监测结果需定期向有关部门上报；重大环境问题

应及时反映，并积极妥善解决。

⑶对园区内企业的环保治理工程、设施的运行状态与处理效果进

行管理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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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第五十八条 消防规划

1、目标

 提高园区预防火灾和抢险救灾的能力

 建立与城市消防水平接轨的消防安全系统

 实现消防队伍和设施自身功能方向发展

2、消防标准

 道路消防要求：进行城市的道路设计时，必须考虑消防方面的

要求：当建筑沿街部分长度超过 150m或总长度超过 220m时，应

设穿过建筑的消防车道；沿街建筑应设连接街道和内院的通道，

其间距不大于 80m（可结合楼梯间设置）；建筑物内开设的消防

车道、净高与净宽均应大于或等于 4m；消防道路宽度应大于 3.5，

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m；尽端式消防道的回车场尺度应大于等于

15m×15m；高层建筑宜设环形消防车道或沿两长边设消防车道。

 建筑物消防间距：建筑的间距也是消防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有关规范要求多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 6m，

高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9m，而高层建筑与高层建

筑的防火间距不小于 13m。

 消防用水：园区的消防水源可由城市给水管网提供，也可以利

用规划区内丰富的水网作为水源。消防用水量以同一时间的火灾

次数为二次，一次灭火用水量为 25-35L/S为标准。供水管网建设

与市政消防栓建设应同步，保证市政消防栓沿道路均匀设置，道

路宽度超过 60米时其两侧均应设置消防栓，其间距不应超过 120

米，保护半径 150米。

第五十九条 消防设施

第六十条 规划区块一与区块三各设置 1处消防站，其中区块一消防站为特勤

消防站、区块三为二级消防站。区块二目前已建设完备的消防大

队。

第六十一条 人防规划

1、规划目标

 保障人防工程的建设，全面、有序的展开，整体上增强城市的

防护能力和综合发展潜力。

 保证人防工程战时具有防空抗毁能力，保存对敌作战力量，平

时具备发展城市经济、防灾、抗灾的双重功能。

 把人防建设和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城市防灾抗灾建设

紧密结合起来。

 使人防建设和地下空间开发进入法制化、有序化轨道。

2、人防工程项目及指标

 在园区管委会设置城市防灾指挥中心。

 按规定配设防空专业队，包括医疗救护、防化、治安、抢险、

消防等。

 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均应按总建设面积（不含 10层

以上部分）的 2%面积统一规划修建平战两用防空地下室。

 9层以下的居住和公共建筑，均按地面以上总建筑面积的 2%

修建平战两用防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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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总体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六十二条 保障措施

 充分发挥园区管理中心的作用，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监督机

制，做到领导有分工，人员有落实，工作有组织。

 强化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

 按照各产业区的功能定位延伸产业链条，加强项目整合和包

装，制订园区招商引资政策及管理长效机制。

 遵循市场原则，通过对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规划区规划、开

发建设，配套相应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土地资源价值，以土地为

核心要素，灵活机制，进行共建共享，积极引进项目投资开发企

业入区。

 按照规划区生态环境保护及建设要求，加强规划区环境安全

管理。

 重视规划，审查造型。

 改变用地的开发模式，节约土地资源。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集和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规划文本和

图集中的规划图具有法律效力。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于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行政主

管部门。本规划的修改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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