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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崇明岛因江海而生，与自然共存；因生态而立，与城市共舞。崇明的发展必须在中国崛起、

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紧紧抓住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的历史机遇，建设成为世界级生态岛，进而建成世界级休闲度假胜地和世界级科创中心

基地。 

本次规划范围主要包括陈家镇镇域、东平镇前哨社区和崇明东滩地区等行政区域。地区位

于上海崇明岛东端，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三面环水，北面是长江口北支水道末端，南

面为长江口南支的北港水道，东面为长江口滨海区域，占据我国“T”型国土发展轴线—沿海轴

和长江轴交汇点的战略位置，区位和自然环境条件优良。 

2011年以后，作为上海长江隧桥和崇启大桥两个工程在崇明岛上的联系节点，陈家镇地区

的交通区位获得历史性变革，城乡建设和发展进入快速推进时期。《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

三五”规划》和《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中提出，要将陈

家镇地区打造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和生态城镇，以生态保育为前提，结合崇明岛东部桥

头堡区位优势，发展智慧创新、教育科创、论坛商务、健康养生等功能。 

2018年，轨道交通崇明线已列入《上海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发改基

础〔2018〕1831号）。由于轨道交通崇明线在崇明岛上落地于陈家镇地区，因此地区将再次迎

来交通区位的重大优化和提升。在崇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的新

形势和新情况下，陈家镇地区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结合新机遇、新挑战，未来的陈家镇地区

在城镇与乡村、人与自然、生态保护与建设之间都将呈现 有机的融合与和谐。 

 

 

 

 

 

 

 

崇明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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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规划范围与期限 Scope & Term of Planning 

1.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与上一轮陈家镇城镇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一致，包括陈家镇全镇域、港沿镇

垦区、堡镇垦区、东平镇垦区、上实集团现代农业园区（崇明东滩）、崇明现代农业园区等，

规划范围总面积约228.5平方公里，其中陈家镇镇域范围约94平方公里，上实东滩范围约91平方

公里，其他区域范围约43.5平方公里。 

2. 规划期限 

本规划的规划期限为2017 -2035年，其中： 

近期：2017 - 2020年。 

远期：2020 - 2035年。 

远景展望：2035 - 2050年。 

 

 

 

 

 

区位分析图 



总则 

3 

第二节 规划依据 Planning Basis 

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146号2006年）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标准》（GB50137-2011）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上海市新市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含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

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试行）》（2017年12月修订） 

国家及地方颁布的其他相关规范及技术标准。 

2. 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崇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上海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2012年） 

《上海市崇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上海崇明陈家镇总体规划修改（2009-2020）》 

关于《陈家镇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设计任务书》的批复（沪规土资总[2017]762

号） 

 

第三节 规划效力 Planning Authority 
本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作为本规划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和专项规划等下位规划

的编制依据。下位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明确的总体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公共空间及各项设施

安排等，并按照单元规划的直接指导进行深化。下位规划应在符合单元规划确定的整单元用地

规模和结构、功能布局、建筑总量、空间形态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如对上述内容进行跨

单元平衡的，需同步编制跨单元平衡方案。下位规划应当优先保障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

设施落地，在满足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对具体用地布局和建设规模进行深化。 

城市开发边界内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建设项目管理的依据。项

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指标进行调整的，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

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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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开发边界外近期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含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地整治规

划）是建设项目和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的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遇情况需要对项目选址和相关

指标进行调整的，在满足单元整体要求和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村庄规划

或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调整。 

 

第四节 上位规划要求 Preliminary Plan 
Requirements 
 

 发展定位：陈家镇建设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以智慧创新、教育科创、论坛商务、健康

养生为主导的生态城镇。 

 发展规模：至2035年，陈家镇镇域和上实东滩区域的规划人口规模约为10万人。城市开发

边界面积25.79平方公里。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4.18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用

地规模控制在5.71平方公里。落实市级战略留白空间1.8平方公里。 

 农用地保护：陈家镇镇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为1.32万亩，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控

制在0.42万亩以内，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面积为0.42万亩。上实东滩区域的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任务为7.61万亩，耕地保有量6.40万亩。 

 生态环境：陈家镇镇域生态空间面积控制在44.90平方公里，上实东滩区域的生态空间面

积控制在83.4平方公里。 

 

第五节 规划实施动态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Reviews 

1. 规划编制情况 

《上海崇明陈家镇总体规划修改（2009-2020）》已经获得批复。根据城镇总体规划，陈

家镇-东滩地区内共有13个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单元，除开原规划的主题乐园片区、绿色产业

园片区和陈家镇老镇区，其余集建区范围已有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控规覆盖面积约4937公顷。 

已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包括： 

 《上海崇明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CMSA0002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裕安现代社区(CMSA0003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4、CMSA005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8单元（国际实验生态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9、CMSA0010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陈家镇滨江休闲运动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海市崇明东滩启动区（CMS15-05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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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崇明东滩启动区（CMS15-05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城东组团局部调整》 

《崇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已经获得批复。根据规划要求，至2020年，

陈家镇镇域内，耕地保有义务量不低于3435公顷，划定基本农田1633公顷，建筑用地总规模控

制在4455公顷以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控制在1326公顷以内，落实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义务量1394公顷。 

2. 规划实施动态 

 城规实施动态 

2009版城镇总体规划延续了2004版总规中确定的“四片穿插，Y型组合”的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形

成城镇与田园相交融、人与自然相贴近的城镇总体格局。 

空间结构基本按照规划要求实施。道路网主骨架基本形成，部分骨干河道已经实施，裕安

社区和滨江休闲社区的大部分区块建成，东滩湿地公园和自行车主题公园一期建成开园，地区

的组团式空间结构初显。 

产业发展不平衡。上版城镇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地区主导功能为生态居住、知识研创、休闲

运动和清洁生产。目前，地区内的功能产业发展集中在农业、休闲居住和休闲旅游三方面，而

能够提供较多就业岗位、吸引外来人口的知识研创、清洁生产等功能尚未发展起来。产业发展

的不平衡导致城镇无法吸引足够的常住人口和工作岗位，使得商业服务、公共服务等均缺乏发

展依托。 

按照上版总规，近期（2015年）陈家镇-东滩地区规划总人口达到15万，其中，镇区城镇人口12万

人，镇区以外城镇人口1万人，农村人口2万人。城镇型人口总计为13万，城镇化水平达到87%。远期（2020

年）陈家镇-东滩地区规划总人口达到21万，其中镇区城镇人口18万人，镇区以外城镇人口2万人，农村

人口1万人。城镇型人口总计为20万，城镇化水平达到95%。 

规划人口规模未能实现。现状常住人口总量约6.6万，户籍人口总量约6.0万，近年来常住

人口数量略有增加、户籍人口数量略有减少，变化幅度和速度均不大。总体上，人口规模与上

版总体规划的目标有较大差距。 

地区规划配置十大生态功能区。其中，国际实验生态社区、国际论坛商务区、裕安现代社区、以及

东滩国际教育研发区等四片功能区构成中心镇区，东滩湿地公园、滨江休闲运动区、绿色产业区、生态

农业示范区、东滩生态示范区和主题乐园区等六片功能区构成了城镇外围度假旅游区或产业活动区。 

部分组团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上版城镇总体规划中确定了组团式的空间发展结构，

设立主题乐园区、国际论坛商务区、绿色产业园区、东滩国际教育研发区等组团。近十年间，

虽然曾经接洽过国内外的一些知名乐园、高校和企业，但是大都未能实现项目落地，上述组团

也因此几乎没有建设。地区内现有的裕安和滨江休闲居住组团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农民拆迁安置

和商品住宅开发两方面。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现有商业类公共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在陈家镇老镇区。新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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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商业地块、沿街底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明显慢于住宅楼宇的建设，导致居民入

住后的日常生活不便、城镇生活的舒适度不足。公共服务设施的滞后也影响了新建地区人气的

集聚。 

规划将陈家镇总体风貌定位为：城镇与自然和谐交融、既体现创新的生态技术风貌、又具有鲜明的

地域性特征的海岛花园镇。 

城镇风貌不能体现生态花园城镇的定位和设想。新建的裕安社区内虽然按照规划实施了绿

地、水系等，但是建筑密度大、建筑形式与郊区一般住宅小区雷同、建筑色彩过于杂乱、建筑

排布与街道等公共空间的关系不佳，无法体现生态花园城镇这一规划定位。对照建设崇明世界

级生态岛的目标而提出的全岛风貌景观要求，陈家镇地区的已建风貌还有很大差距。 

 土规实施动态 

至2014年，根据国土二调更新数据，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规模达到42.7平方公里，其中陈

家镇镇域范围内建设用地规模约34.76平方公里，尚未达到《崇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0-2020）》中规定的建设用地总量上限。 

 控规实施动态 

裕安社区、滨江休闲社区、体育训练基地和东滩启动区等单元按照控规稳步推进建设。裕

安社区中，已建成回搬的住宅面积共约173.1万平方米、合计17467套住宅。配套商品房二期、

十五至十八期已建成，待居民回搬，其住宅面积共约37.3万平方米、合计3610套住宅。配套商

品房十四期、十九至二十二期在建，其住宅面积共约34.7万平方米、合计3348套住宅。滨江休

闲社区建设过半。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学院（崇明分院）建成开学。上海崇明国家级体育训练

基地一期和瑞慈养老社区一期建筑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实验生态社区和论坛商务区单元的建设较为缓慢，主要以道路系统建设为主，另有少量居

住小区和商务楼宇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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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批控规拼合图 

 
两规合一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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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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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现状表（规划范围）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公顷） 

用地比例（%） 
人均用地面

积（平方米）规划范围内 集建区内 集建区外

城乡

建设

用地 

Rrx 城镇住宅组团用地 453.96 446.24 7.72  11.54% 201.38 

Rr6 六类住宅组团用地（农村宅基地） 1097.51 69.90 1027.61 27.90% 257.92 

Rc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4.07 4.07 0.00  0.10% 1.81 

Rs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23.49 12.93 10.56  0.60% 10.42 

C1 行政办公用地 2.14 0.10 2.04  0.05% 0.95 

C2 商业服务业用地 220.54 160.41 60.13  5.61% 98.02 

C3 文化用地 1.25 0.58 0.67  0.03% 0.56 

C4 体育用地 55.89 55.89 0.00  1.42% 24.84 

C5 医疗卫生用地 3.08 1.84 1.24  0.08% 1.38 

C6 科研教育设计用地 38.39 35.25 3.14  0.98% 17.06 

C7 文物古迹用地 0.00 0.00 0.00  0.00% 0.00 

C8 商务办公用地 31.14 19.19 11.95  0.79% 13.84 

C9 其他公共设施用地 5.68 0.78 4.90  0.14% 2.39 

M 工业用地 117.06 27.34 89.72  2.98% 52.03 

W 仓储物流用地 24.28 5.20 19.08  0.62% 10.79 

S 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63.21 55.07 8.14  1.61% 28.09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19.01 8.20 10.81  0.48% 8.43 

G1 公共绿地 143.69 61.97 81.72  3.65% 63.86 

G2 防护绿地 134.55 60.44 74.11  3.42% 59.8 

T 对外交通用地 394.97 120.63 274.34 10.04% 175.54 

D 特殊用地 4.44 0.31 4.13  0.11% 1.97 

在待建用地 1095.61 632.50 463.11 27.85% 486.03 

小计 3933.96 1778.84 2155.12 100.00% 600.11 

非建

设用

地（E） 

E1 水域 1510.57 211.13 1299.44 6.61% - 

N 农用地 17066.52 2923.60 14142.92 74.68% - 

E9 其他未利用土地 342.75 32.43 310.32 1.50% - 

小计 18919.87 3167.16 15752.71 82.79% - 

合计 22853.83 4946.00 17907.83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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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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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现状表（规划范围） 

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规划范围内（公顷） 占比（%） 集建区内（公顷） 集建区外（公顷）

农用地 

耕地 10265.49  44.9% 455.96  9809.53  

园地 114.83  0.5% 3.61  111.22  

林地 1010.61  4.4% 47.52  963.09  

养殖水面 3416.35  14.9% 196.80  3219.55  

坑塘水面 112.38  0.5% 5.48  106.90  

其他农用地 1642.1 7.2% 83.57  1558.53 

合计 16561.76 72.6% 792.93  15799.08  

建设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539.00  2.4% 513.80  25.20  

农村居民点用地 959.06  4.2% 144.74  814.32  

工矿仓储用地 177.87  0.8% 52.16  125.71  

商服用地 312.88  1.4% 220.46  92.42  

公共建筑用地 195.21  0.9% 160.36  34.85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864.91  3.8% 491.99  372.91  

生态休闲用地 475.36  2.1% 131.41  343.95  

 对外交通用地 643.66  2.8% 357.20  286.46  

道路广场用地 57.69  0.3% 39.04  18.66  

特殊用地 7.96  0.0% 0.57  7.39  

合计 4233.59  18.5% 2111.73  2121.87  

水域和未利用地 

河湖水域 1272.93  5.6% 63.49  1209.44  

滩涂苇地 526.86  2.3% 1.65  525.21  

水利设施用地 205.13  0.9% 76.33  128.81  

其他未利用地 53.56 0.2% 1.18  52.38 

合计 2058.48 9.0% 142.65  1915.83 

总计 22853.83  100.0% 3047.31  19806.52  

 

 

 

两规合一现状用地分析表（规划范围） 

 

二调更新为建设用地，现状调查

为非建设用地 

二调更新为非建设用地，现状调查

为建设用地 

二调与城规建设用地性质

不一致 

用地面积（公顷） 445.38 206.38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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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重点关注问题 Key Issues 

1. 生态环境：锚固生态本底基础，扩大生态空间规模，提升生态综合效益 

陈家镇地区是崇明岛上生态基底环境 优的地区之一。地区内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滩涂

淤积成大片良田，还有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陈家镇地区相对全岛而言，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距离代表崇明成为世界级引领示范区

的目标依然遥远。地区生态空间类型丰富，但物种类型数量不够；生态规划定位高端，但环境

品质等级不高；生态发展前景美好，但综合管理体系不全。 

因此，保护和不断提升地区的生态环境、加强地区生态规划和机制建设，是陈家镇地区城

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图与现状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与保护基地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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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模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崇明的生态系统是建立在河口脆弱的生态系统和农业开发环境基础上的生态，人是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不同于人迹罕至的生态地区，陈家镇的生态保育中必须考虑城镇发展和人类活动

的因素。 

规划中必须平衡生态保护与城镇发展的关系、转变生活生产方式、突出绿色发展理念，把

陈家镇建设成为在生态环境、资源利用、经济社会发展、人居品质等方面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

用的生态城镇。 

3. 功能特色：培育创新、体育、休闲、健康等绿色产业，带动地区迈入新

型城镇化进程 

以培育体育特色小镇为契机，提升休闲、健康、生态农业等既有产业的能级和规模，引领

陈家镇地区整体发展。 

世界级生态岛的定位决定了崇明岛上的产业具备极高的生态准入门槛，陈家镇地区的综合

交通区位相比市域内其他郊区城镇也有较明显的限制条件。因此，陈家镇的功能产业选择必须

综合考虑生态承载要求、交通承载要求、与市域其他城镇的错位发展，找到适合、特色、附加

值较高的功能和产业类型进行发展。 

4. 功能配比：综合统筹产业、居住、服务等功能的规模，保证地区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 

既要“鸟进人退”，也要“和谐共生”。在区总规确定的开发边界和常住人口的发展规模

总框架下，合理确定用地和建筑的结构配比，保证城镇持续繁荣。 

陈家镇之前已有两轮总体规划，近15年，城镇建设聚焦在基础设施结构建设、安置住房建

设和度假住宅开发，就业岗位导入少，人口导入和城镇功能培育未能达到规划目标。 

人口用地双减量后，更需要对用地结构、建筑容量分配、开发时序等进行精细化调整，促

进用地集约、产城融合、组团功能平衡，形成城镇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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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城乡关系：振兴乡村，提高农村生活品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陈家镇地区内未来仍将保留若干农村居民点，包括现状保留村庄和新增集中安置居住点，

需要协调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保留晨光、花漂、协隆、瀛东等特色村庄，推动乡

村水林田路房整体改善，形成陈家镇的乡村特色风貌。大力推动农业向高科技、高品质、高附

加值方向发展，发展家庭农庄、特色观光、乡村旅游等乡村休闲产业，以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

收、实现生活富裕。 

以居民生活便利和服务均质化为基本原则，推进公共服务对农村地区全覆盖。一体化规划

道路系统和市政设施管网，保证村庄生活品质。加强村庄公共服务点布局，引导市政基础设施

的生态化和景观化设置。 

6. 用地布局：结合地区生态网络结构和轨交崇明线站点布局，优化用地方

案，逐步实现开发边界内外的存量建设用地撤并和更新 

开发边界外减量化任务重。陈家镇地区的开发边界外的现状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按照

“总量锁定、以拆定增”的总体要求，在保留特色乡村的基础上，仍有较大规模的减量任务，

同时需要落实农民的动迁安置住宅用地。 

城市开发边界的位置和开发边界内用地方案需要进一步优化。在保证开发边界规模不增

加、战略留白空间规模不减少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开发边界方案和留白空间的布局，增加各功

能组团间的生态缓冲区和水绿生态廊道，对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块进行较高强度和密度的综合

开发。 

 
地区二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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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貌景观：突出“生态感”、“特色感”和“城镇感” 

（1）在满足区总规生态环境指标要求的基础上，提高“绿视指数” 

 功能组团与绿地镶嵌互间，由公园、绿化廊道、林荫道等形成组团内的生态空间体系，

构建层次丰富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街坊内建筑与绿化有机融合，采用立体的绿化空间设计，

使建构筑物消隐在绿化间，形成“处处见绿”的视觉感受。 

（2）突出“中国元素、江南韵味、海岛特色” 

优化街坊尺度和开发强度，形成丰富灵动的街坊组合模式，综合功能要求、生态空间布局、

高度控制等因素，统筹调整优化街坊的各项规划指标，引导下位详细设计中体现传统文化和岛

屿城镇特征。 

（3）重构地区景观风貌框架，引导街道断面和界面设计，塑造活力的生活氛围 

在18米控高要求下，形成舒缓协调的天际轮廓。在主要观景面，通过建筑轮廓线的有机变

化、林缘线的韵律组织及屋顶形式的组合变化，共同营造舒缓有序、韵律起伏的整体空间轮廓。 

将道路按照主导功能进行分类，在强化生态风貌导向下分类给予引导策略。生活性街道主

要关注慢行适宜性，商业性街道上应形成可驻留、可体验的复合活力界面，交通性道路应兼顾

保障通行与体现生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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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目标 Planning Objective 

 

1. 城镇性质 

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崇明世界级生态岛东部中心镇，以生态保育、科

技创新、休闲运动为主导功能的综合服务城镇。 

生态标杆，创新园区，活力小镇 

2. 目标愿景： 

《上海市崇明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明确了东滩

（陈家镇）生态主导型城镇圈的定位以及陈家镇的发展目标、生态与用地底线和系统指

引。 

（1）东滩（陈家镇）生态主导型城镇圈 

以陈家镇为核心，统筹向化镇、中兴镇和东滩地区。规划至2035年常住人口为13.1

万人。重点加强东滩（陈家镇）的高等级文化、体育、教育设施布局。 

（2）陈家镇 

发展目标：将陈家镇建设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北翼门户，以智慧创新、教育科创、论

坛商务、健康养生为主导的生态城镇。 

生态底线：陈家镇规划生态空间面积控制在44.88平方公里。至2035年，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任务为1.32万亩，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控制在0.42万亩以内，土地整治补充

耕地面积为0.42万亩。 

用地底线：至2035年，建设用地总规模为34.98平方公里，城市开发边界面积25.79

平方公里。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4.18平方公里，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5.71平方公里。 

生态环境：至2035年，陈家镇森林覆盖率达到18%以上，骨干绿道长度不低于75公

里，河湖水面率不低于12%，生态、生活岸线占比不低于9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15平方米/人。 

至2035年，把陈家镇地区建设成为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和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的引领标杆区、上海国际大都市北翼以生态科技为主导的创新功能集聚

区、长三角地区以休闲及户外运动为特色的活力小镇。 

（1）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和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引领标杆区 

陈家镇地区是东亚鸟类迁徙和长江鱼类洄游的重要停留地、育婴场，具有

全球生态网络的枢纽地位。通过衔接沿海区域生态保护带、长江区域生态廊道，

完善田-林-水-滩布局，构建基质-廊道-斑块生态网络，稳固镇域空间结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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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保护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崇明北八

滧湿地，提升陈家镇地区成为全球生态保育的典范。 

（2）上海国际大都市北翼以生态科技为主导的创新功能集聚区 

陈家镇地区是全市总规确立的创新功能集聚区之一，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独特生态优势，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建设智慧城镇，

推进新能源、生物基因、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创新，加快创新突

破，开展生态系统、生态技术、生命健康研究，促进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提

升科创集聚能力，促进生态保育、生态农业、休闲运动等产业提升，建设成为

上海科创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3）长三角地区以休闲和户外运动为特色的活力小镇 

在“生态+”战略指引下，依托陈家镇优质空间环境和既有的休闲运动资源

基础，抓住建设体育旅游特色小镇的政策机遇，发展体育全产业链，提供多元

的旅游和休闲配套设施，打造体育创新创业平台，塑造特色风貌，成为上海休

闲、运动与健康的文化展示区。 

 

 

 

 

 

陈家镇（规划范围）综合发展指标表 

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人口 
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6.5 7 10 
2 60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29% 28%  20%
3 学龄儿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 --  --

土地 

利用 

 

4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10265 — — 

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7531.6 7531.6 -- 

6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37.2 663.2 

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 37.2 663.2 

8 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 公顷 控制 -- 107.3 1405 

9 一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0 二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1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4233.6 4195.5 4570.8 

12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69.3 1252.4 

13 城市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控制 2062.4 2131.7 2833.7 

14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651 599 457 
15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317 305 283 
16 人均文化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226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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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17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 公顷 控制 -- 1585 1585 

历史文
化保护 

18 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19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20 风貌保护道路（街巷） 条 控制 -- --  --
21 风貌保护河道 条 控制 -- --  --

22 
保护建筑数量（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 
处 控制 --  --  -- 

 
 
 

住房 
保障 

23 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引导 4.54 4.69 6.94 
24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引导 202 59  53

25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

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25  ≥25 

26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控制 — ≥70 ≥70 

27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

套数的比例 
% 控制 — — — 

28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 70 90 

公共服
务设施
保障 
 

29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20  ≥30  100 

30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

量 
处 控制 —  2  5 

31 市民对社区文化活动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2 市民对城市风貌景观的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3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

位数 
张/人 控制 -- -- 0.03 

34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0.87 1.1 2.7 

35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化、

体育、医疗设施）覆盖率 
% 控制 ＜20 ≥80 ≥95 

36 基础教育设施服务范围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37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3.6 4.0 4.6 
38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8.5 9.5 10.9 
39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0.5 0.7 2.0 
40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41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开放空
间保障 

 

42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30 50 90 
43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100 

44 
镇区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空间

贯通率 
% 控制 --  100 100 

4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63.86 ≥20  ≥39.91

46 
400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70  100 

综合 
交通 
 

47 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2.7 3.2 5.1 

48 路网密度（全域）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0.6 0.8 1.4 

49 全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6.0 ≥8.0 

50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76 80 ≥85 
51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10 20 40 
52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7 15 12 

53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2.5 3.0 

生态低
碳安全 

54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14.5 ≥16  ≥18
55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9.5 10.4 12.5 

56 
水域面积（包括蓝线内水域及

其他弹性控制水域） 
平方公里 控制 21.71 23.76 28.56 

57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92 80 100 

58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

和岗位数的比例 
% 引导 -- 6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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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59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 ≥100 — 

60 
轨交站点600米覆盖用地面积、
居住人口、就业岗位比例* 

% 引导 -- 10 15 

61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1.8 ≥2 ≥3 

62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

化比例 
% 控制 --  100 100 

63 消防责任区 5 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64 
院前紧急呼救 8 分钟到达责任

区 
% 控制 --  100 100 

65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

率 
% 控制 --  100 100 

66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
（重点地区公共建筑按绿建二
星以上标准，其他建筑按绿建

一星以上标准） 

% 控制 -- 100 100 

67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引导 -- 75 80 
68 区域除涝设计重现期  控制 -- 20 年一遇 20 年一遇 
69 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  控制 1年一遇 1年一遇 5 年一遇 
70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控制 — 100 年一遇 — 

71 海塘防御标准  控制
局部 100
年一遇 

100 年一遇 200 年一遇

72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

达标率 
% 控制 95 100 100 

73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24 80 85 
74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30 95 100 
75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100 
76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 100 100 
77 化肥施用强度（折纯） 千克/公顷 控制 — — — 

78 
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二级标准

天数 
天/年 控制 284  292 328 

79 主要救灾资源服务覆盖率 % 控制 -- 95  100
80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 -- 
81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人 引导 -- -- -- 

产业 
发展 

82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3.6 3.5  0

83 存量工业用地减量化比例 % 控制 --  3  100 

 

 

 

 

 

 

 

陈家镇（镇域）综合发展指标表 

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人口 
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6.5 7 9.8 
2 60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29% 28% 20% 
3 学龄儿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 -- -- 
4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 2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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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土地 

利用 

 

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 880 -- 

6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30.4 371.7 

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 30.4 371.7 

8 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 公顷 控制 -- 107.3 1026.7 

9 一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0 二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1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3395.9 3346 3498 

12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57.1 799.5 

13 城市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控制 — 1943 2425.4 

14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522 478 357 

15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277 247 

16 人均文化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174 124.3 

17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 公顷 控制 — 1218.0 1218.0 

 
 

历史
文化
保护 

18 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19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20 风貌保护道路（街巷） 条 控制 -- -- -- 

21 风貌保护河道 条 控制 -- -- -- 

22 
保护建筑数量（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和优秀历史建筑） 
处 控制 -- -- -- 

住房 
保障 

23 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引导 — — 6.62 
24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引导 — — 53 

25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

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25  ≥25 

26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控制 — 70 70 

27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套

数的比例 
% 控制 — — 10 

28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 70 90 

公共
服务
设施
保障 
 

29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20 ≥30 100 

30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 处 控制 — 1 4 
31 市民对社区文化活动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2 市民对城市风貌景观的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3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

位数 
张/人 控制 -- -- 0.03 

34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0.29 0.38 

35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化、

体育、医疗设施）覆盖率 
% 控制 ＜20 ≥80 ≥95 

36 基础教育设施服务范围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37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3.6 4.0 4.6 
38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8.5 9.5 10.7 
39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0.5 0.7 1.6 
40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41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开放
空间
保障 
 

42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30 50 75 
43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100 

44 
镇区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

通率 
% 控制 -- 100 100 

4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20  ≥35.40

46 
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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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
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
控制
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综合 
交通 
 

47 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2.4 3.1 5.2 

48 路网密度（镇域）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1.1 1.5 2.3 

49 全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6.0 ≥8.0 

50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76 85 ≥85 

51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10 40 ≥40 

52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7 15 12 

53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2.5 3.0 

生态
低碳
安全 

54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 ≥15  ≥18
55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 10.4 12 

56 
水域面积（包括蓝线内水域及其

他弹性控制水域） 
平方公里 控制 — 9.8 11.3 

57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92 80 100 

58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和

岗位数的比例 
% 引导 -- 65 90 

59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 ≥100 — 

60 
轨交站点 600 米覆盖用地面积、

居住人口、就业岗位比例* 
% 引导 -- 10 20 

61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1.8 ≥2 ≥3 

62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化

比例 
% 控制 -- 100 100 

63 消防责任区 5 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64 
院前紧急呼救 8 分钟到达责任

区 
% 控制 -- 100 100 

65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66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重
点地区公共建筑按绿建二星以上
标准，其他建筑按绿建一星以上

标准） 

% 控制 -- 100 100 

67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引导 -- 75 80 

68 区域除涝设计重现期  控制 -- 
20 年 
一遇 

20 年 
一遇 

69 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  控制 1年一遇
1年 
一遇 

5 年 
一遇 

70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控制 — 100 年一遇 — 

71 海塘防御标准  控制
局部 100
年一遇 

100 年 
一遇 

200 年 
一遇 

72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达

标率 
% 控制 95 100 100 

73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24 80 85 
74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30 95 100 
75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100 
76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 100 100 
77 化肥施用强度（折纯） 千克/公顷 控制 — — — 

78 
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二级标准天

数 
天/年 控制 284 292 328 

79 主要救灾资源服务覆盖率 % 控制 -- 95 100 
80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 -- 
81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人 引导 -- -- -- 

产业 
发展 

82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3.6 3.5 0 
83 存量工业用地减量化比例 % 控制 --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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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东滩综合发展指标表 

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人口 
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引导 — 0.1 0.2 
2 60 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 — 45% 
3 学龄儿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 % 引导 -- -- -- 

 

 

 

 

土地 

利用 

 

4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控制 — 4266.7 — 

5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公顷 控制 — 5073.3 -- 

6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2.4 242.8 

7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 公顷 控制 -- — 242.8 

8 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 公顷 控制 -- — 233.7 

9 一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0 二类生态空间建设用地比例 % 控制 -- 3 3 

11 建设用地总规模 公顷 控制 565.8 565.8 784 

12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公顷 控制 — 2.9 297.4 

13 城市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控制 — — 279.9 

14 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 3920 

15 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 1399.5 

16 人均文化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3669 1834.5 

17 文化保护控制线范围 公顷 控制 — 366.9 366.9 

历史
文化
保护 

18 历史文化风貌区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19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 -- 
20 风貌保护道路（街巷） 条 控制 -- -- -- 
21 风貌保护河道 条 控制 -- -- -- 

22 
保护建筑数量（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 
处 控制 -- -- -- 

住房 
保障 

23 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引导 — — 23.9 
24 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平方米/人 引导 — — 48 

25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

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控制 --  --  ≥50 

26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控制 — 70 70 

27 
保障性住房套数占全区住房总

套数的比例 
% 控制 — — — 

28 新增住宅适老型达标率 % 引导 -- 100 100 

公共
服务
设施
保障 
 

29 
文教体卫、养老等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20 ≥30 100 

30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

量 
处 控制 — 1 1 

31 市民对社区文化活动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2 市民对城市风貌景观的满意度 % 引导 ＜50 ≥80 ≥95 

33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人均养老床

位数 
张/人 控制 -- -- 1 

34 人均养老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 58 

35 
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化、

体育、医疗设施）覆盖率 
% 控制 ＜20 ≥60 ≥70 

36 基础教育设施服务范围覆盖率 % 引导 — — — 
37 人均教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 3.3 
38 人均体育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 19 
39 人均医疗用地 平方米/人 控制 — — 29 
40 社区级医疗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41 社区级文化设施覆盖率 % 引导 ＜20 ≥80 ≥95 

开放
空间

42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控制 — — 10 
43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控制 -- ≥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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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保障 
 

44 
开发边界内所有河道两侧公共

空间贯通率 
% 控制 -- 100 100 

4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控制 -- ≥20  —

46 
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 控制 -- 70 100 

综合 
交通 
 

47 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3.3 3.8 4.3 

48 路网密度（上实东滩范围）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0.4 0.5 0.6 

49 全路网密度（城市开发边界内）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6.0 ≥8.0 

50 绿色出行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76 80 ≥85 

51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引导 10 20 40 

52 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 % 引导 17 15 12 

53 公交线网密度 
公里/平方

公里 
引导 -- 2.5 3.0 

 
 
 

生态
低碳
安全 

54 森林覆盖率 % 控制 -- ≥18  ≥18
55 河湖水面率 % 控制 -- 11.5 12 
56 水域面积 平方公里 控制 — 10.5 11.17 
57 水功能区达标率 % 控制 92 80 100 

58 
公交站点 300 米半径覆盖人口

和岗位数的比例 
% 引导 -- 65 80 

59 职住平衡指数*  控制 -- ≥100 — 

60 
轨交站点 600米覆盖用地面积、
居住人口、就业岗位比例* 

% 引导 -- — — 

61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控制 ≥3 ≥3 ≥3 

62 
新建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地下

化比例 
% 控制 -- 100 100 

63 消防责任区 5 分钟到达覆盖率 % 控制 -- 100 100 

64 
院前紧急呼救 8 分钟到达责任

区 
% 控制 -- 100 100 

65 
符合条件实施装配式建筑覆盖

率 
% 控制 -- 100 100 

66 

新建建筑的绿色建筑达标率
（重点地区公共建筑按绿建二
星以上标准，其他建筑按绿建

一星以上标准） 

% 控制 -- 100 100 

67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 引导 -- 75 80 

68 区域除涝设计重现期  控制 -- 
20 年 
一遇 

20 年 
一遇 

69 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  控制 1 年一遇
1年 
一遇 

5 年 
一遇 

70 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  控制 — 100 年一遇 — 

71 海塘防御标准  控制 
局部 100
年一遇 

100 年 
一遇 

200 年 
一遇 

72 
区域环境噪音符合声环境功能

达标率 
% 控制 95 100 100 

73 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 控制 24 80 85 
74 城乡污水处理率 % 控制 30 95 100 
75 固废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95 100 100 
76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控制 -- 100 100 
77 化肥施用强度（折纯） 千克/公顷 控制 — — — 

78 
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二级标准

天数 
天/年 控制 284 292 328 

79 主要救灾资源服务覆盖率 % 控制 -- 95 100 
80 人均综合用电量 度/人 引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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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类别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引导控
制要求

基准年 2020 年 2035 年 

81 人均综合用水量 立方米/人 引导 -- -- -- 
产业 
发展 

82 工业用地占比 % 控制 — — 0 
83 存量工业用地减量化比例 % 控制 -- — 100 

3. 功能产业 

（1）规划原则 

坚持生态友好、联动推进、错位发展和市场配置原则。 

（2）发展目标 

自2009年以后，陈家镇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2011年

陈家镇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至2014年三次产业结构已调整为24.2：50.5：

30.3，产业结构格局呈现“二三一”格局。至2015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维持在55：

24：2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偏低（数据来源于崇明统计年鉴）。 

规划至2035年，把陈家镇地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生态、创

新、人文标杆区域。功能产业以“生态-生物-生命科创研发”和“健康-运动-

休闲文化展示”为特征。三次产业结构实现5：15：80，其中休闲产业占比达到

50%，科创产业占比达到30%；三次产业从业人口结构实现10：20：70，其中休

闲产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50%，科创产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20%。 

（3）产业导向 

 生态-生物-生命科创研发导向 

陈家镇作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崇明岛唯一的创新

功能聚集区，应在“生态+”战略指引下，巩固并发挥生态-生物资源优势和研

究基础，利用新能源、生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优化发展环

境，加快创新突破，促进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提升科创集聚能力。科创研发

作为产业助推剂，促进陈家镇大生态、大旅游、大健康、大农业等领域融合，

并带来国际交流与教育培训等相关产业，力争成为生态、生物、生命科学研究

领域的国际“领跑者”和未来产业变革核心技术的“贡献者”。 

资源优势：陈家镇滩涂、渔业、野生物种及用地资源优势突出，可为生态-

生物科研提供实验场。东滩作为长江口地区 大滩涂湿地，是全球迁徙鸟类的

重要越冬地；淡水与咸水资源丰富，渔业产量常年位居崇明前列，是长江口中

华绒螯蟹的天然种苗基地和扣蟹、鳗苗养殖基地，建有华东地区 大蟹苗交易

市场；空间腹地广阔，生态环境良好，是中华鲟、白头鹤、小天鹅等多种国家

級野生保护动物的栖息地。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将推动职业体育训练与休闲运

动产业聚集，形成创新创业平台，并带来旅游与健康产业发展。 

限制条件：陈家镇因受到生态环境、专业技术、交通环境等限制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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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业准入门槛高，培育支柱性功能产业难度大。农、渔业为主的第一产

业是现状基础产业，但农业占比高，总体上仍呈现附加值偏低，产业规模较小，

集聚程度低，产出特色不足等问题。规划轨交崇明线将优化陈家镇与市区的交

通联系，但总体上仍缺乏大运量交通，无法支撑需要依赖外部交通运输的制造

业等第二产业。城镇环境培育期较长，人口导入速度慢，先期以商务、商贸为

主的服务业将存在不确定性因素或面临滞后风险。 

 健康-运动-休闲文化产业导向 

陈家镇作为崇明区发展基础良好的中心城镇，具有优良的生态环境条件，

应成为区域服务中心和上海-崇明全域旅游重要板块之一。陈家镇作为全国首批

试点体育旅游特色小镇，应加强整体生态基底保护，遵循“生态+”战略，与休

闲、文化、康养、培训等行业有机融合，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吸引国内外

高端人群和年轻人群，成为世界级休闲度假胜地。 

资源优势：陈家镇生态休闲产业发展良好，揽海高尔夫俱乐部、东滩国际

会议中心及商务中心、东滩湿地公园已建成，基本具备高端、大众休闲功能，

自行车公园和生态试验社区、东滩长者社区及大健康配套设施正在建设中。生

态农业已奠定产业基础，上实现代农业园为核心的生态、集约型农业基本形成，

为带动特色庄园等体验农业奠定产业气候环境。 

限制条件：陈家镇自然资源区位偏僻且相对孤立，交通可达性差；郊野空

间腹地大，游憩环境分布广泛，现状景观风貌单一，缺乏亮点；虽已形成个别

高端休闲项目，但仍缺少极具市场吸引力或知名度的龙头项目带动地方运动休

闲氛围；目前镇区服务面向本地居民，缺乏必要的旅游配套设施，服务等级差

异化大，总体品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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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门类设想一览表 

产业导向 产业门类建议 建议空间落位 

生态-生物-

生命科创研

发 

科创研究 

健康产品研发；高性能医疗设备、可穿戴

设备研发；纳米科学、微纳制造及先进传

感器等技术的融合应用； 

国际商务区；东滩健康园区

健康服务 
健康管理与移动诊疗；精准医学与个性化

医疗；健康服务评估； 
国际商务区；东滩健康园区

都市农业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业生产智能机械装备

研发；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物联网技术研

发 

东滩高效农业示范区；前哨

农场庄园；崇明农业现代园

健康-运动-

休闲文化产

业 

健康养生 健康养生、养老度假； 
国际科教区；东滩健康园区；

郊野公园 

田园综合体 
农产品直供或展销平台；主题餐饮等特色

商业；休闲农庄、农民别墅； 

东滩高效农业示范区；前哨

农场庄园；崇明农业现代园

区；村庄 

自然教育 
观鸟、护鱼等生态观光及教育；自然营地

教育； 

东滩湿地公园；郊野公园；

生态公园 

运动康复 体育医疗与康复疗养； 
东滩健康园区；滨江休闲社

区；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

体育旅游 户外运动与体育旅游； 全域 

体育文化 体育文化展示；体育合作交流； 国际科教区；滨江休闲社区

体育运动 体育赛事；竞技体育；群众体育； 全域 

论坛培训 专业人才教育培训；国际科技创新论坛； 国际商务区；东滩健康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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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镇村体系 Towns And Villages System 
2016年，陈家镇的乡村常住人口约4.25万人，占总人口65%。陈家镇现辖行

政村包括：八滧村、陈南村、陈西村、晨光村、德云村、鸿田村、花漂村、立

新村、奚家港村、协隆村、瀛东村、裕安村、裕丰村、裕西村、展宏村等。 

现状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约1014公顷，其中宅基地总量大，约有987公顷，

占现状建设用地的25%。宅基地主要以带状沿水系呈东西向分布，单块规模普遍

偏小，布局分散。 

1.总体目标： 

以具有全球引领示范作用的生态、创新、人文标杆区域为目标来进行城镇

建设。规划陈家镇镇域内，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区域，以发展居住、商办、商业、

公共服务设施为主。城市开发边界以外除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保留现有区域

基础设施廊道以外，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 

至2035年规划常住人口规模为1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约1万人。结合村庄建

设用地的整理和归并，就近集中、规范建设，节约土地资源。加强环境综合治

理，落实对现有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注重村落组团的特色营造，结合乡村生

态旅游的发展对传统村落环境加以保护和整治。 

2.镇村体系规划： 

规划范围内规划形成“新市镇（镇区）--集镇（社区）--村庄”的镇村体

系。 

1个新市镇（镇区）：陈家镇新市镇镇区。 

5个集镇（产城融合社区）：包括裕安活力社区、国际商务区、国际科教区、

滨江休闲社区、东滩健康园区。 

14个保留村（5个乡村生活圈）：包括晨光村、花漂村、协隆村、瀛东村、

德云村、裕西村、展宏村、陈西村、八滧村、裕丰村、裕安村、鸿田村、立新

村、先峰村，通过完善配套设施，提升乡村品质，推动地区发展。规划在裕安

村和立新村新增2个农村集中居民点，接纳部分陈家镇乡村地区人口。14个保留

村形成5个农村生活圈，分别为陈家镇北部乡村生活圈、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生

活圈、陈家镇南部乡村生活圈、陈家镇中部乡村生活圈、陈家镇立新村垦区生

活圈，服务半径约2000米，实现镇村服务水平均等化。 

3.村庄的撤并与保留 

 村庄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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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营造美丽乡村为目标，延续现有村庄的格局与特点，适当保留现有特色

村庄，例如以民俗体验为特色的晨光、花漂、协隆等村庄的部分区域，以及以

生态度假为特色的瀛东村，在提升村庄品质与特色塑造的同时完善服务设施配

套，盘活乡村存量用地，推动地区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农业与旅游业良性互

动，彰显陈家镇的乡村风貌特色。 

另外，裕安村和立新村作为集中居民点，将接纳部分陈家镇乡村地区人口，

同样予以适当保留并新增农村安置住房。 

 村庄的撤并 

对于位于生态廊道内的村庄以及郊野公园内的部分农宅，将根据情况，逐

步减量复垦，恢复田园风貌，为陈家镇的生态建设留出充足的生态空间。 

       保留村规划一览表 

农村生活圈 保留村 

陈家镇北部乡村生活圈 德云村、裕西村、裕安村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生活圈 鸿田村、裕丰村、先锋村、瀛东村 

陈家镇南部乡村生活圈 八滧村、协隆村 

陈家镇中部乡村生活圈 晨光村、展宏村、花漂村、陈西村 

陈家镇立新村垦区生活圈 立新村 

 

 

镇村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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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空间布局 Spatial Layout 
1. 地区生态空间 

（1）规划结构 

 圈层式：从自然逐步过渡到城镇 

根据本地区生态环境呈现“圈层式”变化的现状自然格局，规划划分为城

镇圈、缓冲带、保护区三大圈层。由内圈到外圈，生态敏感度和生态重要性逐

渐升高，生态保护力度逐渐加大，对开发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管制要求愈加严格，

形成从人工环境向半人工、半自然环境乃至原生自然环境的梯级演变。 

“保护区”：以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中华鲟保护区为基

础，包括新近围垦滩地。东滩自然保护区内以光滩和藨草带为主要特征，重在

维护崇明东滩长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和原生自然景观，确保关

键物种、关键生境得以保留。保护区核心范围内，禁止一切开发建设活动，核

心范围外区域可适度开展生态科普教育和生态休闲体验活动。围垦滩地以芦苇

潮沟为主要特征，由于受人为活动干扰程度较小，其生态环境特征在东滩成陆

区域中 接近自然生境状况。按照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在自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优化生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可以极低密度利用的方式，

适度开展湿地观光旅游、生态科普教育等对生境修复影响程度 低的湿地休闲

体验活动。 

“缓冲带”：以地区内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农业生产用地为基础，以保障

区域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性。缓冲带是保护区和城镇圈之间的重要生态防护空

间系统，屏障并减缓城镇圈建设活动对东部自然生境的影响。可适当布局一些

功能亲和自然、开发密度较低的建设项目，如休闲运动、公园等。 

“城镇圈”：以地区内主要城镇组团为基础，结合郊野公园，形成特色生

态空间，提升城镇品质。城镇组团内预留生态空间作为生物迁徙和栖息的生态

廊道，尽可能降低城镇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及网络的负面影响。 

 网络化：生态空间与开发组团相互交织 

衔接沿海区域生态保护带、长江区域生态廊道，建立地区生态网络，完善

田-林-水-滩布局，构建斑块-廊道-基质网络，稳固小镇群空间结构，保护和不

断提升地区的生态稳定性。 

“斑块”：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鲟湿地自然保护区、陈家泽

湿地郊野公园、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前哨农场状元、东

旺湖生态公园、东滩湿地概念公园。为生物种群提供了适宜的生境，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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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具有丰富植被元素的大型片林、湿地。森林廊道：南横引河、

北横引河、团旺河、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中心河-瀛湖水生态公园、前哨农场-

瀛湖水生态公园-上实生态林。水系廊道：涨水洪、朱雀河、鸿雁河。为生物提

供栖息地和移动通道、串联生境斑块、维持地区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能量流

动的作用。 

“基质”：以农田及包含的水系和林地为主。对斑块间的物质及能量流动、

生物迁移等过程有明显的控制作用。 

 

 

 

 

 

 

 

 

 

 

 
圈层式生态结构规划图 



第一章  空间发展战略 

33 

 

网络化生态空间规划图 

 

（2）优化策略 

① 强化斑块 

 保护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生态主体特征：以潮沟、芦苇湿地为特征的湿地生态系统。 

关键恢复物种：鸻鹬类、雁鸭类、鹭类、鸥类、鹤类。 

栖息地恢复规划：营造生境岛屿、漫滩、开阔水域、沙洲、水稻田、潮沟

等多样化生态环境。扩大滩涂面积；增加浅水水域面积，为鸻鹬类、雁鸭类、

鹤类提供更大的觅食和栖息地。 

食物恢复规划：丰富动物的食物来源，包括芦苇带、盐渍藻类带和海三棱

藨草、藨草带和无脊椎底栖动物等，构成完整的食物链。 

干扰控制规划：严格保护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范围内，禁止一切开发建设

活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核心范围和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禁止一切与生态保护主导功能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同时，强化涉及自然保护

区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指导、监督检查及保护区

附近河口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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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东旺湖生态公园、东滩湿地公园 

生态主体特征：以芦苇湿地、大型湖泊湿地为特征的（含蟹塘或鱼塘）生

态系统。 

关键恢复物种：鸻鹬类、雁鸭类、秧鸡类 

栖息地恢复规划：保留现有部分芦苇湿地，修复建设多样化湿地生态类型。

降低秋季水位，以扩大滩涂面积；增加浅水水域面积，为鸻鹬类水禽提供更大

的觅食和栖息地。 

食物恢复规划：丰富动物的食物来源，包括蟹塘、鱼塘中的人工养殖动物、

水生生物和无脊椎底栖动物等，构成完成的食物链。 

干扰控制规划：规划相当近水区域为禁止游人入内区域，以保证湿地内鸟

类稳定的生境。 

 新增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前哨农场庄园 

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 

生态主体特征：以森林、中小型湖泊为特征的森林生态系统。 

关键恢复物种：林鸟、松鼠 

栖息地恢复规划：采用大面积成片密林形式。密林周边营造生态植被沟，

密林核心区划分出生态自留带，为小型哺乳类动物提供适宜生境。进行林地涵

养，包括与鱼塘湿地结合的经济林，具有观赏游憩价值的花果林。 

食物恢复规划：增加花蜜吸引昆虫，利于林鸟恢复；种植核果类或坚果类

树种，如榕果、松子、板栗等，利于松鼠等小型哺乳类动物恢复。 

干扰控制规划：营造茂密灌木林，保持林内相对隐蔽的生境。 

瀛湖水生态公园 

生态主体特征：以大型湖面为特征的湖泊生态系统。 

关键恢复物种：鹭科、翠鸟科水鸟 

栖息地恢复规划：控制常水位线两侧3m范围内坡度系数为10左右；水体需

要部分区域在水深1.5m；水岸线避免过于平滑，多营造水深小于0.3m的小水湾；

营造部分植株高度大于5m、硬度较高的乔木。 

食物恢复规划：在湖区种植沉水、挺水和浮水植物，补充大量的鱼、虾、

蟹和普通贝类，形成稳定的水生生物链。 

干扰控制规划：补种芦苇、香蒲、水草等，设置植物隔离缓冲带；观鸟设

施及人行通道要尽量隐蔽；尽量减少栖息地内的人为活动。 

前哨农场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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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体特征：以农田、林地、河流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系统。 

关键恢复物种：鸥科水鸟、林鸟、松鼠 

栖息地恢复规划：选择具有生态效应的常绿阔叶林作为主体林分，营造不

同生态位的生境；在河涌边缘水面适当布设浮排或竹竿等设施；在水岸边缘增

加植被带。 

食物恢复规划：增加花蜜吸引昆虫，利于林鸟恢复；种植植核果类或坚果

类树种，如松子、板栗等，利于松鼠恢复。在河岸放养鱼虾、种植蜜源性植物

招引昆虫，补充其食物源。 

干扰控制规划：营造茂密灌木林，保持林内相对隐蔽的生境。 

② 增加廊道 

生态廊道的规划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和立地条件，选择合适的焦

点物种，并据此选取适宜的生态廊道宽度、树种和群落构建模式，构建合理的、

多层次的生态廊道，为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稳定的大环境。 

 完善森林廊道 

提升林带完备度，补齐当前林带的断带空缺；修复湿地生境。结构性生态

走廊有相对较大的纵深，可选取宽度600米以上，内部具有较独立完整的生境，

拥有丰富的廊道内部生物物种和边缘性物种多样性，能够保护部分较大型生物

在廊道内的栖息、繁殖和生物迁移与传播。 

 辟通水系廊道 

规划南横引河水系廊道，北横引河水系廊道，团旺河水系廊道。打通断头

河浜，联通组团水系，建议开发边界外保持廊道宽度600米以上。通过廊道将郊

外凉爽的优质空气、清洁水体等优质环境资源和生态服务功能有效引导入镇区，

减缓热岛效应，优化空气和水环境，是镇区居民健康安全的天然保障。 

 打造景观绿廊 

规划涨水洪景观绿廊，朱雀河景观绿廊和鸿雁河景观绿廊。连接不同城镇

组团之间或城镇组团与外围大型生态空间之间的，依托规划区内主要河流水系、

绿地、开放空间组成的小型自然体。建议开发边界内廊道宽度60米以上，宜丰

富林木的种植多样性，乔木、灌木、草合理搭配，形成具有观赏功能与人林互

动结构的生态景观廊道。 

③ 修复基质 

通过合理的生境恢复和生态管理整治措施控制点、面源污染，提高地区物

种的生境适宜性和生境质量。 

 农田修复措施：构建“控源-截污-修复-回用”的生态农业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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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内农业示范区、前哨庄园、农业现代园规划以集中连片，大规划、智

能机械化生产的方式进行种植，优先选择使用化肥和农药少的作物类型；镇区

中部、南部农田提倡有机种植，推广无农药、无化肥的种植技术，以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农田强调对整个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建立基本的生态系统生产

者-消费者-分解者结构，使之形成具有循环功能的食物网关系，实现生态系统

的健康良性发展。 

 水系修复措施：强化水网联通，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打通断头河浜，疏浚现有存在卡口的沟渠，拓宽现有被淤积和填埋的河道

和沟渠，促进水网联通。保护现有湿地，在水网密度较低或暴雨易淹没地区开

挖新河道、湖泊，适当增加湿地面积，提高滞洪蓄水能力。通过设置河岸植被

缓冲带、生态化处理驳岸，提升水体水质，改善水体生态环境。 

 林地修复措施：构建近自然林网 

营造群落结构完整、物种多样性丰富、生物量高、趋于稳定状态的”少人

工管理型”林地，建立林地自然循环规律，减少后期人工管理。侧重选择建群

种和优势种、提升群落自然更新能力；水平混交和垂直混交相结合；适当增加

蜜源和鸟嗜植物；水杉纯林的近自然改造。 

2. 空间结构: 

规划在圈层式、网络化的地区生态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一核、两轴、

三廊、四片、五园”的城镇空间结构。 

 一核——国际商务区 

位于陈家镇中心位置，三轴汇聚的焦点地区，依托轨交站点的交通优势，

以及瀛湖、轴线河等自然景观优势，聚焦生态-生物-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形成

集科创研发、商务商业、旅游休闲、居住功能为一体的陈家镇地区核心，成为

世界级生态岛崇东地区的发展动力核心。 

 两轴——科创发展轴和文体发展轴 

科创发展轴沿东滩大道串联国际科教区、国际商务区和东滩健康园区，文

体发展轴沿中滨路串联裕安活力社区、国际商务区和滨江休闲社区。 

 三廊——生态环廊、东西横廊和南北纵廊 

生态环廊由南横引河、北横引河、团旺河、沪陕高速两侧林带组成，东西

横廊串联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中心河和瀛湖水生态公园，南北纵廊串联前哨

农场、瀛湖水生态公园和上实生态林。 

 四片——城镇主要功能片区 

包括裕安活力社区、国际科教区、滨江休闲社区、东滩健康园区，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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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休闲、居住、公共服务等城镇职能的主要承载空间。 

 五园——以生态保育和休闲运动为主的特色郊野开敞空间 

郊野空间内形成多个特色功能组团，包括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陈家镇自

行车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东滩湿地公园、东旺湖生态公园。 

 

空间结构规划图 

3. 功能布局 

规划范围内包括城镇工矿用地区、其他建设用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其

他农地区。城镇工矿用地区主要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主要包括五个功能发展

片区，规划结合各个片区建设现状，优化用地功能布局。其他建设用地区主要

位于城市开发边界以外，以市政、交通设施、体育、休闲旅游设施用地、农村

宅基地为主要功能。基本农田保护区主要位于北陈公路以西的农村地区和东滩

地区。其他农地区主要包括城市开发边界外除上述区域以外的其他用地，主要

位于城镇组团之间的地带以及北部的现代农业园区。 

 城镇工矿用地区 

城镇工矿用地区主要包括五大组团：国际商务区、国际科教区、东滩健康

园区、滨江休闲社区、裕安活力社区。 

国际商务区：位于陈家镇中心位置，聚焦生态-生物-生命科学技术发展，

复合布局文化展示、创业创新、康养医疗、科创社区等功能，提供多元服务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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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引领科创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聚集，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崇东地区的发展动力

核心。 

国际科教区：广泛应用生态技术，汇集高等科学教育和居住功能，建设绿

色社区，体现世界级生态岛低碳技术和文化竞争力的生态型科教社区。 

该片区位于东滩大道以南，中滨路以西，规划包括一个生态社区、一个高

教园区、一个客运交通枢纽、一个老镇区。目前该片区处于建设起步阶段，有

一座九年一贯制学校和、一处贤达学院一期已建成，还有少量居住用地已出让，

并且与贤达学院二期项目已有合作意向。老镇区内现状主要是宅基地、公共服

务设施、商业设施。目前整个老镇区内建筑比较杂乱无章、大量宅基地有待更

新、路网密度低、用地比较低效。规划该片区内综合配置居住、商业、教育科

研、交通、体育休闲、社区服务等各类用地，积极探索应用先进的低碳、生态

技术，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的低碳生态社区。规划在沪陕高速以西、依托规划轨

交站点及陈家镇客运枢纽形成一片交通枢纽综合服务区，以交通功能为核心，

混合配置商业、酒店、绿地、文化休闲等多元功能，形成为全岛服务的综合交

通枢纽。规划在中滨路以西、涨水洪以东地区，以贴近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品

牌，大力引进国际国内知名高等教育和研发机构，提升城镇文化内涵和竞争力，

建设成为上海北郊的一处生态型知识社区。 

东滩健康园区：生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性地区，集聚全球可持续发展

智慧、大健康产学研及养老服务、长江水质水文生态研究的生态健康社区。 

目前该片区有部分商务办公用地和绿地已建、养老社区在建，并且与复旦

大学、华山医院等机构达成医疗项目、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初步合作意向，规划

主要发展前沿生态科学研究、医疗研究、养老服务、商务休闲等综合性功能。 

滨江休闲社区: 以独具魅力的海岛风光和高端运动、休闲生活为主的特色

宜居宜游社区。每年通过举办各类休闲运动主题赛事，成为陈家镇的一张名片。 

该片区位于陈家镇南部，揽海路南北两侧的地区。现状揽海路以南地区已

基本建成，主要是大量的高端别墅住宅以及中华鲟保护基地。揽海路以北也已

经有部分高端酒店建成。目前该地区存在路网密度小、住宅街坊过大、通达性

不高等问题。该地区靠近上海长江大桥崇明岛登陆点，处于岛屿门户景观地区，

规划建设要求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地块建设要结合功能开发和场地特征，营

造具有海岛田园风光特色的郊野生活休闲运动空间。规划在原有高端休闲居住

功能的基础上，在揽海路西端、毗邻奚家港地区，配置文化、旅游度假、商业

休闲功能用地，结合周边郊野公园发展户外体育运动，形成滨江休闲服务聚集

区。该地区规划主要发展户外休闲运动、休闲旅游、生态居住功能，规划建设

成为一个花园式、生态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休闲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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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活力社区：南部居住社区是结合陈家镇农村宅基地置换安置和配套商

品房建设而形成的现代化城郊示范田园社区，是陈家镇的行政中心驻地，以生

活居住及其配套服务功能为主体。北沿公路以北是以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为核

心，集“训练、科研、医疗、教育”为一体的、国际先进、国内一流、高科技、

多功能的现代化国家级体育训练功能组团。 

该片区位于陈家镇北部，东至中滨路、西至奚家港、南至裕鸿路。目前该

片区内大量安置住宅小区已经建成，大量安置居民也已经入住，基本生活需求

得到满足，但依然存在公服配套设施滞后等问题，部分养老、特殊教育、青少

年文化教育、成人教育需求未能满足的情况。现状体育集训基地一期已基本建

成，相对功能比较独立，但缺乏新增建设用地。规划裕安活力社区中央位置布

局公共中心，围绕中心湖滨绿地集中设置行政办公、商业服务、文化娱乐、体

育休闲等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多元集聚、充满活力的公共中心。另外，规

划将部分用地更新为成人教育、老年大学、特殊教育等科教用地，满足居民需

求。适当增加北沿公路以北的用地规模，并且结合轨交站点增加商业服务用地

和车辆基地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区 

主要位于城市开发边界以外，以市政、交通设施、体育、休闲旅游设施用

地、农村宅基地为主要功能，用地规模不宜过多，与郊野空间有机融合。在陈

家镇镇域范围内主要以宅基地为主，结合郊野公园和体育小镇的发展，规划适

量的旅游用地和体育用地。东滩地区主要以市政设施用地和公园绿地为主。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主要位于北陈公路以西的农村地区和东滩地区内。陈家镇的基本农田保护

区主要位于北陈公路以西，分布较散，与宅基地混合布置。东滩和东平前哨农

场地区的基本农田保护区集中连片、规模较大，规划以高效农业、生态农业为

主要功能。 

 其他农地区 

主要包括城市开发边界以外、除开其他建设用地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

的其他用地，主要包括位于城镇组团之间的地带以及北部的现代农业园区。 

 

规划郊野空间主要形成五个特色功能组团，包括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陈

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东滩湿地公园、东旺湖生态公园。此

外，还有前哨农场庄园和东滩高效农业示范区等片区。 

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以农田肌理的湿地为主题特色，梳理湿地、林地、

老宅，构建人水和谐共处的生活景象，发展休闲观光、田园游憩、水上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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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陈家镇郊野休闲文化的集中展示区。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底，北部发展户外自行车运动，

提供融入自然环境之中具有野趣的自行车活动场所，建设国内一流的自行车文

化展示公园；南部建设国家级青少年户外教育营地，开展自然认知、野外生存、

团队共建等素质教育活动。 

瀛湖水生态公园：以湖泊、河流为特色，充分保障生态功能，发展滨水休

闲、丛林观鸟、水上运动等功能，打造水主题的生态公园。 

东滩湿地公园：集生态修复、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湿地公园。规

划提升生态服务功能，适当引入户外教育、团队拓展、自然认知等教育功能，

打造湿地生物群落科普教育展示基地、长江口生态环境系统野外研究基地、长

三角扬子鳄野外培育及科普展示基地。 

东旺湖生态公园：充分利用生态修复技术，退耕还林还湿地，形成集生态

保育、观光、科普教育功能为一体的东滩生态示范园。 

前哨农场庄园：依托光明产业转型，构建以田园休闲、公社记忆、农业生

产、养殖为特色的农场庄园。规划以农业活动为基础，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

形成具有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传承、环保、游憩等多种功能集合的田园综

合体。 

东滩高效农业示范区：高标准粮食生产区，东滩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以

集中连片，智能机械化生产的方式进行种植，是高效农业的示范基地。规划提

升农机装备水平，打造智慧农场；集聚优质科技项目，打造农业科技高地；建

设休闲农业基地，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4. 土地使用 

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4570.8公顷，其中规划已落图建设用地4080.9公顷，

城市开发边界外剩余489.9公顷建设用地暂未落图予以机动。 

规划城市开发边界以内的建设用地共计2833.7公顷。规划城市开发边界以

外的建设用地共计1737.1公顷，其中已落图建设用地1247.1公顷。 

城市开发边界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7531.6公顷。其他用地均划

入其他农地区，面积为10747.6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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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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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And Basic 
Farmland 

 
1. 基本农田保护 

规划至2020年落实崇明区总体规划中对于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控要求，保持

现阶段国土资源部审核通过的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不变，规划永久基本

农田7531.6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880.0公顷，上实东滩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5073.3公顷。 

对接上海市2035城市总体规划，将对目前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进一步分A、

B类管理，后续将通过基本农田专项规划进一步确定A类、B类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方案。A类基本农田是维护本市粮食和蔬菜生产底线的生产型基本农田，必须严

格用途管制，不但禁止建设占用，也不允许其他林地、湿地等生态建设占用。B

类永久基本农田要进一步发挥生态功能，在禁止建设占用基础上，分步骤、依

据规划可实施农林复合政策。在生态建设中保护好耕作层，不得挖湖造景。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分村表 

镇村名称 面积（公顷) 

堡镇 190.6 

五效垦区 190.6 

陈家镇 880.0 

八效村 123.1 

陈家镇 0.1 

陈南村 0.9 

陈西村 86.6 

晨光村 165.5 

德云村 86.2 

花漂村 45.8 

奚西沙 9.0 

协隆村 28.0 

裕安村 83.6 

裕安垦区 9.4 

裕西村 114.4 

展鸿村 127.3 

东平镇 753.3 

东平镇 752.7 

东滩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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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名称 面积（公顷) 

东滩 5073.3 

东滩 4712.4 

区内镇外 353.5 

团结沙新垦区 3.8 

五效垦区 3.1 

裕安垦区 0.4 

工业园区 389.9 

团结沙新垦区 389.9 

农业现代园区 244.5 

北八效 244.5 

总计 7531.6 

 

2．耕地保护 

至2020年陈家镇镇域的耕地保有量为2820公顷，上实东滩的耕地保有量为

4266.7公顷。根据规划陈家镇预计至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30.4公顷，上实东滩

预计至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2.4公顷。鼓励通过综合整治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

高耕地质量。按照耕地“占一补一”的原则，通过土地整治（复垦）补充耕地，

陈家镇补充耕地的义务量为30.4公顷，上实东滩补充耕地义务量为2.4公顷。 

 

 

土地整治规划表（至2020年） 

类型 调整至地类（公顷） 合计（公顷） 

耕地 园地 林地 其他农用地 

土地整理 — — — — 0 

土地复垦 32.8 — — — 32.8 

土地开发 — — — — 0 

其他 — — — — 0 

合计 32.8 0 0 0 32.8 

 

耕地占补平衡表（至2020年） 

 规划期间补充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减少耕地面积 规划期间

净增（+）

减（-）
增加

合计 

土地

整理 

土地

复垦 

土地

开发

其

他

减少

合计

建设

占用

灾

毁 

其

他 

用地面积 32.8 — 32.8 — — 32.8 32.8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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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生产布局 

陈家镇-东滩地区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同步提升农业生产地区的生态功

能、休闲农业功能。规划以现有水网为资源，突出生态林地的景观和生态保育

功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逐步发展农业旅游和生态旅游。 

陈家镇-东滩地区农业生产用地集中布局在上实东滩地区，规划以规模化农

业生产为主。休闲生态农业用地主要集中在镇区中部、南部。鼓励种植经济果

林，生态涵养林，花园苗圃等对生态景观作用较强的农业产品，同时区域内鼓

励种植化肥需求低，环境效益突出的蔬菜品种。 

 

 

 

 

 

 

 

基本农田和建设用地管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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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根据上位规划，在规划范围内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同时划定规划范围内的

主要生态空间。规划落实生态保护红线面积653公顷，划定生态空间总面积为

15120.5公顷。其中，规划范围内无一类生态空间；二类生态空间划为生态保护

红线，面积为653公顷；三类生态空间14322.6公顷；四类生态空间144.9公顷。 

 

1.  二类生态空间 

二类生态空间作为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严格的保护。陈家镇东滩地区

陆域范围内涉及到的生态保护红线全部为二类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东滩湿地

沿岸，面积为653公顷，属于崇明东滩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护红线。其中，陈家镇

镇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47.9公顷，上实东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216.9公顷。 

 

2．三类生态空间 

主要为市、区级生态廊道、市级生态间隔带、重要林地、基本农田等，总

面积14322.6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4995.5公顷，上实东滩7134.0公顷。 

全域规划范围内的三类生态空间内应逐步推进建设用地减量，搬迁零星工

业用地及农村居民点，除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外的农用地鼓励农林复合，大力提

高森林覆盖率，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三类生态空间作为生态维护区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以生态维护为重点，

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控制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

和独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3．四类生态空间 

将城市开发边界内的结构性生态空间划定为四类生态空间，包括城市公园

绿地、水系、楔形绿地等。四类生态空间实施结构性控制，对建设用地总量、

开发强度、用地类型和适宜建设项目类型等进行严格控制。 

陈家镇-东滩地区四类生态空间主要为镇区组团内公园绿地及结构性绿地，

总面积为144.9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117.9公顷，上实东滩20.3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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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间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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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城市开发边界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根据城镇建设集中连片的原则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规

划范围内划定城市开发边界3047.3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2600.9公顷，上实东滩划定城市开发边界310.0公顷，东平前哨地区划定城市开

发边界136.4公顷。 

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4570.8公顷，本次规划落图4080.9公顷，城市开发边

界外剩余489.9公顷建设用地暂未落图予以机动。 

          

 

          规划建设用地分镇控制表（单位：公顷） 

镇名 

已落图

建设用

地 

规划建设

用地面积
数据来源 

剩余建设用地面积（暂未落

图） 

堡镇 2.3  2.3  落图面积 0.0  

陈家镇 3165.2 3498 任务书下达 332.8  

上实东滩 626.9 784 任务书下达 157.1  

崇明现代农业园区 12.8 12.8  已落图面积 0.0  

东平镇 216.2 216.2 东平镇总规 0.0  

工业区 49.1 49.1  落图面积 0.0  

镇外区内 8.5  8.5  落图面积 0.0  

小计 4080.9 4570.8 — 489.9  

 

 

       规划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指标分类表（单位：公顷） 

分类 已建区 
规划新增区（2018.7.25） 规划建设

用地 允许 有条件 小计 

边界内 2062.4  69.3 702.0 771.3  2833.7 

边界外 766.0  0.0 481.1 481.1 1247.1 

小计 2828.5  69.3 1183.1 1252.4 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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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已建区 

规划范围内规划已建区面积为2828.5公顷，其中城市开发边界内2062.4公

顷，城市开发边界外766.0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已建区2365.8公顷，城市开

发边界内1844.2公顷，城市开发边界外521.6公顷。上实东滩已建区329.4公顷，

城市开发边界内139.4公顷，城市开发边界外190.0公顷。 

2. 规划新增区 

规划范围内的规划新增区主要为通过城市开发边界外的建设用地减量化获

得的新增建设用地区域，规划明确落地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共1252.4公顷，其

中771.3公顷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481.1公顷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外。规划尚未

明确落地的新增建设用地共计489.9公顷，未落地指标未来可用于交通市政基础

设施、特殊用地、旷地型商办文旅设施，在城市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单元或其它

专项规划中予以落地。 

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明确落地的新增用地面积799.5公顷，581.2公顷位

于城市开发边界内，218.3公顷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外。规划尚未明确落地的新增

建设用地332.8公顷，未落地指标未来可用于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特殊用地、旷

地型商办文旅设施，在城市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单元或其它专项规划中予以落地。 

上实东滩规划明确落地的新增用地面积297.4公顷，140.5公顷位于城市开

发边界内，157.0公顷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外。规划尚未明确的新增建设用地157.1

公顷，未落地指标未来可用于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特殊用地、旷地型商办文旅

设施，在城市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单元或其它专项规划中予以落地。 

根据规划要求，近期减量化目标为107.3公顷，全部位于陈家镇。远期减量

化目标1405.0公顷（含近期目标），其中陈家镇1026.7公顷，上实东滩220.6

公顷。 

3. 限建区 

限建区是规划范围内扣除已建区、规划新增区、禁建区的区域。扣除尚未

落图的面积后限制建设区的面积为18119.1公顷，该区域的控制要求应根据三类

生态控制线的相关要求执行。其中，陈家镇镇域的限建区6273.9公顷，上实东

滩限建区8326.6公顷。 

4. 禁建区 

禁止建设区面积为653公顷，作为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进行严格的保护。其

中陈家镇镇域47.9公顷，上实东滩187.8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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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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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减量化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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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保护控制线 
Cultural Protection Control Line 

 

陈家镇地区内划定文化保护红线，全部为自然景观保护风貌区，面积共

1585.0公顷，  

规划郊野公园：占地面积1218.0公顷，位于城镇组团周边，作为郊野公园

划入文化保护红线。  

东滩湿地公园：现状东滩湿地公园，面积约367.0公顷。未来作为自然景观

及东滩湿地扬子鳄栖息地予以保护。 

 

 

 

 

 

文化保护控制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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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特定政策区 
Specific Policy Area 

1. 公共中心地区 

规划落实上海全市总规中对于陈家镇地区作为地区中心的要求，将陈家镇

中心位置的国际商务区北片规划为地区中心，范围约2.57平方公里。规划结合

轨交站点进行TOD综合开发，鼓励功能混合，规划用地包括商业商务、居住、文

化体育、医疗、养老等多样用途，鼓励各类公共设施混合使用和综合利用，增

加公园绿地和公共空间，营造活力公共空间。 

 

2. 其他重点地区 

2016年7月，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

工作的通知》，明确以健身休闲重点运动项目和产业示范基地等为依托，到2020年全

国范围内培育1000个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的目标。2017年5月，体育总局办

公厅下发《关于推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的通知》，启动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建

设工作。同年7月，陈家镇成功列为96个全国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 

总结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简称“体育特色小镇”）建设工作推进会上

的基本要求，参考《体育小镇评定标准（初步讨论稿）》，归纳体育特色小镇

建设导向和具体指标如下： 

 

 

       陈家镇体育特色小镇创新功能集聚区概况一览表 

选址规模 选址区位 小镇应位于城市、景区、交通干线沿线 

分区规模 小镇分为核心区、拓展辐射区，其中核心区占地规模达到 5-6 平方

公里 

项目数量 体育运动休闲类 30 个左右（其中核心区内 20 个左右） 

形态特色 以生态优先、自然协调、人文气息为底线 

产业要素 特色产业 可涵盖赛事表演、健身休闲、体育旅游、体育培训、体育文化、运

动康复、装备研发制造等 

集聚要素 专业管理人才、体育培训学校、运动休闲项目、运动康复医院及相

关服务 

建设运营 建设期限 至 2020 年基本建成 

投资规模 20 亿以上（体育产业投资占 50%） 

扶贫模式 为地方提供就业岗位和专业培训服务，搭建创新创业发展平台 

运营方式 鼓励政府引导，企业主体投资开发，进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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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陈家镇生态、体育、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等现状资源情况，结合郊野公

园等近期建设项目及土地开发建设动态，从人口就业、住房保障、公共服务、

产业配套、综合交通、环境品质、土地使用等技术要点，对陈家镇体育特色小

镇创新功能集聚区进行边界划定并提出差异化管控要求。 

陈家镇体育特色小镇空间布局上呈现“南北双核”结构。北核涵盖国家体

育训练基地；南核涵盖国际商务区南片（除发展留白用地外）、陈家镇自行车

郊野公园，即中滨路以西、南横引河以北区域。总用地规模7.2平方公里，开发

边界内3.15平方公里，开发边界外4.0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3.14平方公里，

开发边界内2.61平方公里，开发边界外0.53平方公里。 

（1） 北核 

发展以奥运项目训练、体育赛事承办、体育教育培训、大众体育休闲、体

育科研和康复医疗为主导功能。用地规模1.2平方公里，建设用地1.18平方公里，

其中体育用地64.4公顷，发展留白用地53.7公顷。 

（2） 南核：发展运动休闲、户外运动、产业研发功能。 

人口就业方面，根据依托国际商务区南片，规划常住人口规模0.3万人。引

导高学历人群、科研创新人群、体育专业人才积聚，增加体育相关性服务业就

业岗位。 

住房保障方面，依托国际商务区南片，住宅用地规模16.5公顷，建筑面积

16.5万平方米；提供小户型租赁性住房，至2035年，新增中小套型住宅占比不

低于70%，新增租赁性住房占比40%。 

公共服务方面，根据国际商务区南片内的规划人口规模，满足15分钟生活

圈要求，规划社区级服务设施及地区基础教育设施。 

产业配套方面，结合“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形成集教育培训、运动体验、

竞赛表演、健身休闲、科创研发、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推广自行车、

水上、马上运动及青少年营地教育。依托产业园区，发展体育产品/装备、运动

康复等生产性服务及研发；规划体育等建设用地，建设马术、水上运动场馆；

规划旅游休闲用地，建设度假酒店、运动休闲街区等配套设施。 

综合交通方面，完善常规公交网络服务镇域，强化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交

通系统衔接。国际商务区南片居住组团内、中滨路和东滩大道沿线规划公交站，

形成二次换乘，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绿道系统、河道水系、生态廊道

有机结合，构建慢行交通系统，串联郊野公园、国际商务区南片、湖泊河道、

主要服务设施及景点，强化步行、骑行系统，兼顾徒步休闲、运动、娱乐、出

游功能，沿线设置休憩驿站、直饮水点、自动售卖机等设施。 

环境品质方面，体育小镇功能区依托郊野公园的足量腹地，增加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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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空间，与郊野单元的生态空间有机相连，提升环境品质。 

3. 战略预留区 

做好空间发展留白，规划范围内控制发展预留区425公顷。其中，陈家镇镇

域332公顷，东滩93公顷，应对未来可能的重大功能发展使用。战略预留区实施

过渡期管控政策，除完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以外，原则上不

得进行大规模改建、扩建和新建。 

 

 

 

 

 

 

 

 

 

特定政策区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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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共服务 Public Service 
 

1. 发展规模与总体布局 
 

2016 年，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 133.99 公顷，仅占建设

用地的 3.4%，人均 59.41 平方米/人。 
 

规划以“区域级——镇级——社区级”三级体系进行配置，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全镇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升镇内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实现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以

社区单元为配置依据，基本实现公共服务15分钟全覆盖。 

规划范围内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386.52公顷，其中陈家镇镇

域范围内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336.51公顷，上实东滩区域内规划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共计27.9公顷。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行政办公

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基础教育

设施、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等。 

规划范围内，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共计约270.56公顷，约占所有公

服用地的70%。规划保留现状已建的体育训练基地、贤达学院等大型公服设施，

并结合陈家镇地区发展文体、教育、医疗大健康的产业导向，配置相应的区

域级设施，包括体育设施用地89.44公顷，医疗卫生设施用地26.77公顷，科

研教育设施设计设施用地129.81公顷，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用地24.54公顷。 

 

陈家镇（规划范围）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用地指标一览表 

设施类型 

现状用地面

积 

规划用地

面积 

现状人均

指标 

规划人均

指标 

备注 

（公顷）  （公顷）
（平方米

/人） 

（平方米

/人） 

（独立占地或

综合设置） 

行政办公设施� 2.14� 6.88� 0.95� 0.76� 独立占地�

文化设施� 1.25� 12.62� 0.56� 1.40� 独立占地�

体育设施� 55.89� 109.10� 24.84� 12.12� 独立占地�

医疗卫生设施� 3.08� 30.88� 1.38� 3.43� 独立占地�

科研教育设计设施� 38.39� 137.88� 17.06� 15.32� 独立占地�

其他社会服务设施� 5.68� 27.03� 2.39� 3.00� 独立占地�

基础教育设施� 23.49� 46.07� 10.42� 5.12� 独立占地�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4.07� 16.05� 1.81� 1.78� 独立占地�

共计� 133.99� 386.52� 59.41� 4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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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镇（镇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用地指标一览表 

设施类型 

现状用地面

积 

规划用地

面积 

现状人均

指标 

规划人均

指标 

备注 

（公顷）  （公顷）
（平方米

/人） 

（平方米

/人） 

（独立占地或

综合设置） 

行政办公设施� 1.74� 3.49� 0.77� 0.40� 独立占地�

文化设施� 1.25� 10.81� 0.56� 1.23� 独立占地�

体育设施� 55.89� 105.28� 24.84� 11.96� 独立占地�

医疗卫生设施� 3.08� 15.82� 1.38� 1.80� 独立占地�

科研教育设计设施� 38.39� 137.88� 17.06� 15.67� 独立占地�

其他社会服务设施� 2.15� 2.48� 0.95� 0.28� 独立占地�

基础教育设施� 23.49� 45.4� 10.42� 5.16� 独立占地�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1.08� 15.35� 0.48� 1.74� 独立占地�

共计� 127.07� 336.51� 56.47� 38.24� --�

2. 行政办公设施 

陈家镇地区现状镇级行政办公设施主要包括陈家镇镇政府、陈家镇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及东滩开发区管委会，用地均为独立设置。 

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已建成 1处，位于裕安社区内，用地面积 4895 平方

米，其他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如居民委员会等，目前在裕安社区内已建成多

处，均无独立用地，其他区域都暂未建成。 

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用地按照每千人 90-105 平方米配置。根据 2035 年

常住人口 10 万人计算，需布局 0.9-1.05 公顷的社区行政办公设施用地。 

保留现有行政设施用地3处，适当增加非独立的行政办公设施用地。规划

范围内规划行政办公设施共6.88公顷，人均用地达到0.76平方米左右，新增

镇级设施2.74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行政办公设施共3.49公顷。 

镇级行政办公设施：规划在裕安社区西侧新增2.74公顷独立设置的行政

办公设施。保留国际科教区北侧已建的0.75公顷陈家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

东滩开发区管委会。 

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在裕安社区内，保留现状派出所0.49公顷，规划

新增社区行政服务中心0.6公顷，在国际商务区北片，规划新增街道办事处

0.43公顷。 

规划新增的其他非独立行政办公设施，应结合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进行综合设置。社区级行政办公设施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服务半

径一般为1000米范围内，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规划不单独设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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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设施 

陈家镇镇级文化设施目前已建成一处，位于裕安社区西南角的青少年活动

中心，用地面积 25960 平方米。 

社区级文化设施目前有一处已建成，为陈家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裕

安居住社区中心位置，用地面积为 8069 平方米。 

社区级文化设施用地按照每千人 100 平方米配置。根据 2035 年预测常住

人口 10 万人计算，需布局 1公顷文化设施用地。 

规划范围内规划文化设施共12.62公顷，人均用地达到1.40平方米左右，

新增镇级设施9.81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文化设施用地不低于10.8公

顷。上实东滩区域内规划文化设施用地不低于1.8公顷。结合镇级文化设施培

养特色文化集建区，强化文化创意功能。 

镇级文化设施：在裕安社区内，保留已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占地2.6

公顷；新增1处文化设施，占地1.01公顷，位于社区中心位置。在国际商务区，

规划新增文化设施3.18公顷；在生态实验社区规划新增1处，共3.8公顷；东

滩健康园区新增1处，占地1.82公顷。 

社区级文化设施：在裕安社区内，保留已建的一处已建的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0.81公顷。 

社区级文化设施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服务半径一般为1000米

范围内，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主要包括社区文化活动站、老年人活

动室等，以满足广大市民的日常文化生活需要。 

 

 

4. 基础教育设施 

规划范围内，已建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2 所初中、2所小学、3所幼儿园。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中，根据 2035 年预测常住人口 10 万人计算： 

幼儿园按每 1 万人配置一所的标准，整个陈家镇地区应配置 10 所幼儿园。 

小学按每 2.5 万人配置一所的标准，整个陈家镇地区应配置 4所小学。 

初中按每 2.5 万人配置一所的标准，整个陈家镇地区应配置 4所初中。 

高中按每 5万人配置一所的标准，整个陈家镇地区应配置 2 所高中。 

幼儿园按每千人 649 平方米配置，需布局 6.49 公顷幼儿园用地。 

小学按照每千人 870 平方米配置，需布局 8.7 公顷小学用地。 

初中按照每千人 787 平方米配置，需布局 7.87 公顷初中用地。 

高中按照每千人 536 平方米配置，需布局 5.36 公顷高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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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批控规的基础上，基础教育设施应与居住用地同步建设，或先期建

设。优化基础教育设施布局，按照幼儿园300米、小学500米、中学1000米的

服务半径，覆盖居住用地95%以上的区域，100%覆盖15分钟生活圈的范围。 

规划范围内规划基础教育设施用地46.07公顷，人均用地5.12平方米/人。

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基础教育设施用地不低于45.4公顷。 

幼儿园：共13所，占地9.67公顷。其中，在裕安社区内，保留已建的4

所幼儿园，占地分别为0.72公顷、0.73公顷、0.63公顷和0.91公顷；在东侧

新增2所幼儿园，占地均为0.73公顷。在国际商务区，规划新增2所幼儿园，

占地分别为0.65公顷和0.64公顷。在生态实验社区内，保留1所已建幼儿园，

占地0.74公顷，同时规划新增1所幼儿园，占地为0.72公顷。在滨江休闲社区

规划新增2所幼儿园，分别占地0.9公顷和0.6公顷。在东滩区内，规划新增1

所幼儿园，占地0.67公顷。 

小学：共4所，占地8.85公顷。其中，保留2所已建小学，1所位于裕安社

区北部，占地3.24公顷，另一所位于老镇区，占地1.91公顷。同时在裕安社

区南侧新增1所小学，占地2.16公顷。在国际商务区新增1所小学，占地1.91

公顷。 

初中：共4所，占地11.71公顷。其中，在裕安社区内，保留已建的1所初

中，占地2.83公顷；在南侧规划新增一所初中，占地2.9公顷。在生态实验社

区内，保留1所初中，占地4.15公顷。在国际商务区规划新增1所初中，占地

1.84公顷。 

九年一贯制学校：共1所，占地7.46公顷。保留生态实验社区内1所九年

一贯制学校，占地7.46公顷。 

高中：共2所，占地8.28公顷。其中，在裕安社区东侧，新增1所高中，

占地5.43公顷。在生态实验社区内，规划新增1所高中，占地2.86公顷。 

 

5. 体育设施 

规划范围内，目前有一处大型体育设施--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正在建设

中，用地面积 57.88 公顷。 

社区级体育设施 39 处，都是非独立用地的社区体育设施，多为健身点，

分布在镇区和各个村。乡镇级体育设施有 2 处，分别是陈家镇百姓游泳池和百

姓健身房。百姓游泳池位于陈家镇文化活动中心，用地面积 1780 平方米，体

育场地面积 800 平方米。社区级体育设施用地按照每千人 240 平方米配置。根

据 2035 年预测常住人口 10 万人计算，需布局 2.4 公顷体育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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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内规划体育设施共109.10公顷，人均用地达到12.12平方米，新

增体育设施用地51.22公顷，保留体育设施用地57.88公顷。其中，陈家镇镇

域规划体育设施用地约105.2公顷。上实东滩区域内体育设施用地约3.8公顷。 

区域级体育设施：保留1处正在建设的崇明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占地

57.88公顷。规划新增一处自行车训练基地，占地6.47公顷。在开发边界外，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内规划新增体育设施用地2处，占地分别为10.84公顷、

14.25公顷。 

镇级体育设施：在裕安社区内的中心位置，新增1处体育设施，占地3.95

公顷。在国际商务区，规划新增体育设施用地1处，占地9.76公顷。在生态实

验社区规划新增1处，占地2.08公顷。东滩健康园区内新增体育设施用地1处，

占地3.81公顷。 

社区级体育设施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服务半径一般为1000米

以内，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 

 

 

6. 医疗卫生设施 

陈家镇地区目前已建成一处社区级医疗卫生设施，用地面积 4938 平方米。 

医疗卫生设施用地按照每千人 60 平方米配置，根据 2035 年预测常住人口

10 万人计算，需布局 0.6 公顷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规划将通过新增医疗卫生设施，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设置医疗服务站，

完善陈家镇医疗服务水平。规划范围内规划医疗卫生设施共30.88公顷，人均

用地达到3.43平方米左右。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医疗设施用地不低于15.8

公顷。上实东滩区域内医疗设施用地不低于5.8公顷。 

区域级医疗卫生设施：在国际论坛商务区规划新增1处，共9.23公顷。在

滨江休闲运动居住社区内，规划新增1处医疗设施，占地11.69公顷。东滩健

康园区内新增1处，规划三块用地，占地分别为1.48公顷和1.15公顷和3.22

公顷。 

镇级医疗卫生设施：在裕安社区的东侧，规划新增1处医疗设施，占地4.15

公顷。 

社区级医疗卫生设施：在裕安社区内，保留1处社区卫生中心，占地0.49

公顷。在老镇区内，保留1处社区卫生中心，占地0.63公顷； 

其他社区卫生院根据15分钟生活圈的布局要求，结合社区服务中心综合

设置，包含卫生服务中心、卫生免疫、卫生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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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研教育设计设施 

陈家镇地区目前有 1 所老年大学在改建，用地面积 33884 平方米。 

规划范围内规划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共137.88公顷，新增区域级设施

104.62公顷。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共137.88公顷。 

区域级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在国际科教区内，保留1处占地33.28公顷的

贤达学院，另在南侧新增68.9公顷的科研教育设计设施用地。在滨江休闲社

区内，规划1处中华鲟保护基地、1处东滩鸟类保护基地，共占地约27.63公顷。 

镇级科研教育设计设施：在裕安社区内，规划利用原有废弃的学校建筑

改建为1处老年大学和成人教育设施，占地约6.11公顷；规划新增1处占地1.98

公顷的特殊教育设施。 

8. 其他社会服务设施 

规划范围内现存宗教设施寺庙一处，位于裕安社区东南侧，占地 2.15 公顷。

在建的长者社区一期占地 4.9 公顷，属于中高端养老设施。 

预测陈家镇镇户籍老年人口高峰年出现在 2035 年，届时陈家镇老年人口数

量约为 25568 人，老龄化率 25.6%。根据《上海市养老专项规划》要求，规划

新增镇（乡）级养老机构用地 3 处，分别位于裕安社区东部、商务论坛区西部

和东滩启动区西部，规划养老床位分别为 420 张，210 张和 160 张。 

陈家镇规划范围内规划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用地27.03公顷。其中，陈家镇

镇域规划其他社会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2.4公顷。上实东滩区域内养老及福利

设施用地不低于11.6公顷。 

区域级其他社会服务设施：规划区域级养老设施用地24.54公顷。在国际

商务区规划新增1处养老设施，占地为12.84公顷。东滩健康园区内，保留长

者社区的1处养老设施并扩大规模，占地约11.70公顷。 

镇级其他社会服务设施：规划宗教设施用地2.49公顷。保留并改扩建一

处宗教设施，位于裕安社区东南侧的寺庙一处，占地2.15公顷。同时在国际

科教区内新增一处教堂，占地0.34公顷。 

社区级其他社会服务设施：规划社区级养老设施共3.66公顷。在裕安社

区东侧，规划新增养老设施一处，占地约2公顷。在国际科教区内，规划新增

1处养老设施，占地1.66公顷。 

根据《上海市养老专项规划》要求，至2020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实现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全覆盖。参照《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

对托老所（服务城镇社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40平方米/千人

的标准，陈家镇地区应设置4000平方米的养老设施，可结合建筑综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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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县养老设施布局规划》中，规划陈家镇地区一类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1处、二类4处、三类2处、四类（农村地区）13处（可结合具体情况酌情增

减），以满足老龄化的需求。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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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住房保障 Housing Assurance 

1. 发展规模 

在满足陈家镇发展需求的同时，完善对保障性住宅的基本供应，解决民

生居住、动迁安置等问题，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共同目标。 

2016 年，规划范围内现状住宅用地面积为 453.96 公顷，占城乡建设用

地的 11.54%，人均住宅用地面积 201.38 平方米；开发边界内现状住宅用地

面积 453.96 公顷。目前，陈家镇主要分布着两个居住组团，分别为裕安社

区、滨江休闲社区。 

规划范围内居住用地总量控制在800公顷以内，住宅建筑总面积控制在

880万平方米以内，住宅总套数达到8万套。其中，2035年陈家镇镇域规划住

宅组团用地总量控制在662公顷以内，住宅建筑总面积控制在728万平方米以

内，人均住宅用地面积53平方米，人均住宅建筑面积58平方米。2035年上实

东滩区域规划住宅组团用地控制在24公顷以内，住宅建筑总面积控制在27万

平方米以内。 

 

2. 住房结构 

陈家镇住房可分为 2 种主要类型，分别为保障性住房与其他住房。其中，

保障性住房包括 2类，分别为安置房、租赁房；其他住房一般指商品房或可

用于经营投资用途的住房类型。 

考虑到陈家镇规划期内需要完成增减挂钩任务，规划范围内减量化地区

人口安置需要较多的住宅保障，因此规划范围内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不

低于315公顷，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不低于350万平方米，其他住房建筑面积

不高于530万平方米。其中，陈家镇镇域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不低于287

公顷，建筑面积不低于316万平方米。上实东滩区域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

不低于20公顷。规划范围内其他区域规划保障性住房用地面积不低于8公顷。

鼓励以货币补偿为主的安置补偿方式，适当降低实物安置的比例。 

保障性住房中，开发边界内规划安置房总建筑面积为289万平方米，其中

现状保留199万平方米，规划新增90万平方米。安置基地主要位于裕安活力社

区。开发边界外规划2处用于安置乡村单元内动迁农户的集中安置点，一处位

于裕安社区西侧、北陈公路以东，规划用地面积20.14公顷，建筑面积20万平

方米；一处位于东旺路北侧的立新村，规划用地面积26.5公顷，建筑面积13.25

万平方米。 

考虑到商务休闲、科技研发、体育休闲、养老服务、旅游产业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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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人口的住房需求，规划租赁房总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 

3. 住房政策引导 

考虑到国际商务区的建设发展将带来大量就业人口，住房保障面临新的

需求，亟需在周边配套一定比例的租赁住房，满足商务办公人群中短期居住

的需求。 

体育休闲、旅游产业、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将引入大量短期居住的旅游

休闲人群以及老年人，需要配套适量的租赁住房，满足短期旅游度假居住的

需求。 

 

 

 

 

 

 

 

保障性住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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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20年）居住用地布局图 

 

远期（2035年）居住用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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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共空间 Public Space 

1.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 

突出陈家镇的空间特色，结合河道水网、公园绿地系统，构建开放空间

网络体系。以绿道网络串联城镇开发组团、城镇公共绿地和郊野生态空间。

同时结合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交通站点，打造绿色、安全、活力、宜人的慢

行系统。城镇内的开放空间形式以点状散布和线状滨水居多，郊野型开放空

间形式则以线状和面状居多。点、线、面相结合，形成一个层次分明、分布

均衡的网络系统。 

构建层次丰富的公共开放空间系统，在既有规划的基础上，优化开放空

间的布局，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禀赋，依托水岸空间，结合路网，在原规划的

用地格局上扩大开放空间的规模，并形成绿意渗透的格局。 

 

 

 

   

公共开放空间网络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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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道水系 

规划范围内规划水域共28.56平方公里（包括蓝线内水域面积25.72平方公里

以及其他弹性控制水域面积2.84平方公里），水面率约达到12.5%。其中，陈家镇

镇域规划水域共11.3平方公里，水面率约达到12%，其中蓝线内水域面积8.75平方

公里，其他弹性控制水域面积2.55平方公里（包括郊野公园中的景观水面）。上

实东滩规划水域共11.17平方公里，水面率约达到12%。分阶段开挖新水系，修复、

拓宽现状水系，形成通畅的河道网络，提升内河调蓄能力，加强滨水可达性。  

根据《上海市骨干河道规划》和《上海市崇明区骨干河道蓝线专项规划》，

骨干河湖可细化为主干河湖与次干河湖，陈家镇区域内主干河湖为两横两纵，“两

横”分别为北横引河（78米）、南横引河（78米），“两纵”分别为八滧港（48-62

米）、团旺河（62-88米）。次干河湖为一横两纵，“一横”为轴线河（50米），

“两纵”分别为奚家港（35-54米）、前哨闸河（35-100米）。  

规划区域内的其他河湖分为一级支河（湖）以及二级支河（湖），其中区域

内规划一级支河（湖）共46条（个），总长度约260公里。规划二级支河（湖）共

58条（个），总长度约109公里。 

 

 

水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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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镇规划水系一览表 

河道等级 河名 宽度/米 长度/公里 河道等级 河名 宽度/米 长度/公里

主干河道 北横引河 78 11.0 一级支河 滨江中心河  44  4.3  

主干河道 南横引河 78 12.7 一级支河 白港/东白港  30-35  5.9  

主干河道 八滧港 48-62 14.9 一级支河 路港河  35-40  3.8  

主干河道 团旺河 62-88 15.2 一级支河 长江路沿河  35-44  3.7  

次干河道 奚家港 35-54 12.0 一级支河 前哨中心河  44  8.4  

次干河道 前哨闸河 35-100 10.9 一级支河 电站北河  35-44  7.0  

次干河道 通瀛河 50 7.4 一级支河 铁塔河  30  0.9  

一级支河 鸿雁河 50 3.43 一级支河 翡翠河(西段)  30  0.4  

一级支河 朱雀河 50 4.1 一级支河 中滨河  40  5.1  

一级支河 对虾场中心河 44 4.5 一级支河 通瀛河(东段)  50  2.8  

一级支河 花漂港 50 15.0 一级支河 69塘东河  50  8.6  

一级支河 涨水洪 50 11.4 一级支河 92塘西河  35-50  18.2  

一级支河 69塘西河 50 13.0 一级支河 92塘东河  24  10.2  

一级支河 北沿河 35-50 8.1 一级支河 98塘河  50  12.7  

一级支河 长征路沿河 50 3.4 一级支河 长征路北河  40  3.8  

一级支河 北沿路北河 24-50 15.0 一级支河 长征路南河  40  5.6  

一级支河 四号河 35-50 13.2 一级支河 电站南河  35  6.1  

一级支河 88塘河 50 11.5 一级支河 北沿路南河  40  6.2  

一级支河  老北横引河  44  3.5  一级支河 长江路北河 30  6.1  

一级支河  裕安河  44  3.1  一级支河 长江路南河  30  6.1  

一级支河  晨光河  44  3.1  一级支河 横九河  35  3.4  

一级支河  鸿涝河  44  2.0  一级支河 横十河  35  4.4  

一级支河  陈西河  40  3.1  一级支河 瀛湖  面积：1.92平方公里 

一级支河  陈北河  40  3.0  一级支河 乐园湖 面积：0.55平方公里 

一级支河  陈裕界河  24-30  2.0  一级支河 树形湖 面积：0.49平方公里 

一级支河  陈南河  40  1.5  二级支河 场东河  40  2.6  

一级支河  协隆河  40  3.0  二级支河 福满河  20~60  1.4  

一级支河  大长河  35  2.9  二级支河 福禄河  20~60  1.7  



第三章   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72 

河道等级 河名 宽度/米 长度/公里 河道等级 河名 宽度/米 长度/公里

二级支河  绿庭河  15~30  1.3  二级支河 横十三河  24  3.7  

二级支河  紫庭河  15~30  1.9  二级支河 奚家港东河  30  2.7  

二级支河  富创河  15  0.5  二级支河 东旺闸西河  30  3.2  

二级支河  碧庭河  20~30  2.9  二级支河 89塘河  35  2.2  

二级支河  翡翠河(东段) 24  0.5  二级支河 校园河  24  2.4  

二级支河  云雀河  24  1.1  二级支河 园北河  24  2.7  

二级支河  杜鹃河  7  0.8  二级支河 研一河  24  0.7  

二级支河  黄鹂河  24  1.7  二级支河 研二河  24  2.1  

二级支河  喜鹊河  24  2.8  二级支河 环湖河  24  2.5  

二级支河  草茅港  30  1.1  二级支河 教育河  24  2.1  

二级支河  黄雀河  18  3.6  二级支河 研发河  24  2.5  

二级支河  环河  14~18  2.6  二级支河 界河二  24  2.9  

二级支河  雨燕河  30  0.9  二级支河 横1河  20  2.7  

二级支河  老南横引河  35~50  1.0  二级支河 横2河  20  3.1  

二级支河  雅鹛河  18  1.1  二级支河 横4河  20  1.7  

二级支河  瀛西河  40  2.9  二级支河 横5河  15~20  1.0  

二级支河  瀛东河  35  3.2  二级支河 横6河  20  0.7  

二级支河  揽海路北河  15  2.8  二级支河 横7河  20  1.3  

二级支河  运动河  15~20  0.3  二级支河 纵1河  15~20  0.6  

二级支河  休闲河  15~20  0.3  二级支河 纵2河  15~20  1.1  

二级支河  塘外河  35  4.0  二级支河 纵3河  15~20  2.2  

二级支河  横一河  35  4.4  二级支河 纵4河  15~50  2.1  

二级支河  横五河  35  3.2  二级支河 纵5河  15~45  1.7  

二级支河  横九河  35  2.9  二级支河 纵6河  15  1.2  

二级支河  前哨支河  35  1.2  二级支河 纵7河  15~20  0.7  

二级支河  界一河  35  2.4  二级支河 纵8河  24~60  1.0  

二级支河  横十一河  24  2.3  

二级支河 其他湖面  
面积合计： 

2.17平方公里 二级支河  
横十二河  3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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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绿地 

至2035年，规划范围内规划绿地总规模不低于564.99公顷，其中，开发边界

内公共绿地规模不低于359.22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39.91平方米。陈家

镇镇域规划绿地总规模不低于369.32公顷，其中开发边界内公共绿地不低于

311.59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35.40平方米。上实东滩规划绿地总规模不

低于172.65公顷，其中开发边界内公共绿地不低于31.29公顷。 

在开发边界外规划5处地区级公园，包括东滩湿地公园、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瀛湖水生态公园、东旺湖生态公园。其中，陈家镇镇域

范围内规划2处，为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和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东滩湿地公园

面积为246.4公顷，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面积为746.9公顷，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

园面积为435.2公顷。规划主要社区级公园共9个，其中陈家镇8个，东滩1个，总

面积约为49公顷。地区级公园覆盖范围为2000米，社区级公园为500米。 

功能组团与绿地镶嵌互间，绿化廊道、公园、林荫道等形成组团内的生态空

间体系，街坊内建筑与绿化有机融合，将陈家镇打造成为生态花园城镇。 

 

公园绿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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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慢行系统 

基于开放空间网络，串联旅游休闲、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依托

公交站点，整合自行车、步行等慢行系统，构建出具有生态景观、交通联系、健

身娱乐的公共活动纽带。规划骨干慢行绿道总长度约为90公里，其中陈家镇镇域

内约75公里，上实东滩内约10公里，其他区域内约5公里。 

 

 

 

 

 

 

 

 

 

绿色慢行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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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节点 

规划区域内 具特色的公共开放节点为陈家镇郊野公园。郊野公园位于陈家

镇东部，规划范围11.82平方公里。基地分为两个片区，北部片区是陈家泽湿地郊

野公园，位于北陈公路以东、裕鸿路以南、中滨路以西、东滩大道以北，南部片

区是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位于中滨路以东、东滩大道以南、瀛陈公路以北。 

公园紧邻G40沪陕高速（目前上海市区通往崇明岛的唯一陆路交通）、规划轨

交崇明线、陈海公路-东滩大道（崇明岛的东西交通大动脉），距离人民广场1.5

小时车程，交通条件优越，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的重要景观门户。 

郊野公园以生态休闲康体为主题，公园整体以自然生态建设为主，追求自然

生态的环境品质。 

 

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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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空间景观骨架 

陈家镇城市开放空间景观结构概括为“五区交汇，四轴串联”。 

 五片区 

田园牧歌·花韵生活片区 

以裕安为核心区域，打造樱花社区景观意向，并在向北、向西的拓展区域内

构建出人水和谐共处的田园生活景象。 

水韵湖漪·水泽商务片区 

此区域特点为水系、湖泽交织融汇，城镇空间与郊野空间紧密结合。强调景

观空间的亲水性与开放性；可游赏性和可参与性；将体验式景观塑造与商务空间

相结合，合理散布具有一定规模的景观休闲区。 

科创自然·郊野运动片区 

依托国际科教区，园区景观空间注重观赏性与参与性相结合，打造绿色宜人

的精致空间尺度。同时强调片区生态垂直空间的塑造和轻轨沿线涵养林/防护林空

间的保护，并结合郊野公园打造四季分时郊野景观亮点。 

揽海渔歌·高端休闲片区 

通过滨江空间营造，结合挑台、亲水平台、人造沙滩、自然驳岸、观景长堤

等一系列空间塑造手段，提供漫步赏景、钓鱼、亲水、摄影、亲子、休闲体育等

活动空间，同时串联渔人码头、奚家港渔港、高尔夫俱乐部，打造高端休闲片区。 

百塘荷风·湿地康养片区 

此片区以东旺湖湿地以及东滩生态小镇纵横交错的湿地水网为主题特色，强

调自然环境的野趣，提供水塘的穿行体验和美食体验，并在此基础上适当引入与

周边地块功能协调的休闲康体项目。 

 两实轴 

社区商务休闲轴——樱芝悠廊 

串联裕安活力社区和国际商务区北片，通过打造景观河道两侧的樱花大道和

增加生活型开放空间中观赏性种植，形成具有观赏功能与人林互动结构的生态景

观绿廊。 

体育科创特色轴——红叶浅丘 

通过红枫与银杏的合理搭配，丰富碎片开放空间以及景观河道两岸秋季色叶

林木的种植多样性，并结合国际商务区南片和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的空间营造

进行局部微地形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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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虚轴 

湖畔林语景观轴——渌水瀛泽 

沿景观河道通过慢行系统连接中央景观湖、郊野公园生态湖和湿地公园湖的

滨水空间，并沿湖堤建立自然式滨湖湿地。 

滨江运动休闲轴——绿堤揽海 

结合长堤串联滨江休闲社区和东滩健康小镇，勾勒“水蓝、草绿、栈道、长

堤”的景观意向。东滩健康小镇以纵横交错的湿地水网为主题特色，强调自然环

境的野趣。 

 

 

 

 

 

  

景观构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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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观空间分类 

郊野生态景观：以维持陈家镇原生生态系统特色为重点的景观类型，保障现

有动植物多样性，遵循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包括自然保护区。 

复合功能景观：以维护半自然农业生态系统、大型林地为重点的斑块。生态

空间逐步与人群活动融合以体现生态空间的城市功能。包括公路大堤、农田水网、

大型林地。 

城镇空间景观：城镇空间中与人群活动密切结合的林地景观、水体景观等，

包括绿地广场、湖塘水体。 

景观空间示意图

 

开放空间布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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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间形态 

陈家镇地区的规划新建地块的建筑高度原则上控制在18米以下。其中，沿江、

沿河、沿公园绿地的地块的建筑形态宜采用叠落式，建筑高度向生态开敞空间逐

步降低。在城市开发边界以外，建筑高度宜按照10米以下控制。 

与建筑高度布局方案对应，地区内规划新建地块的开发强度整体控制在I级强

度范围内。其中，居住生活功能区和旅游休闲功能区的地块容积率控制在1.0-1.5，

商业办公功能区和教育科研设计功能区的地块容积率控制在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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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高度分区示意图 

 

 

开发强度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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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间尺度管控 

将规划范围划分为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内）、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外）、一

般地区三类不同尺度空间。 

开发边界内重点地区的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在建筑环境周围镶

嵌不同类型的绿化斑块，包括小型绿地、屋顶绿化、立体绿化等，提升规划范围

内绿化的比例。公共中心区域基准高度原则上按18米（6层）控制，形成绿荫衬托

的景观氛围；多层住区基准高度原则上按15米（5层）控制，形成绿荫掩映的景观

效果；低层住区基准高度原则上按12米（4层）控制，形成绿荫遮蔽的景观氛围。 

开发边界外重点地区主要为陈家镇郊野公园区域，包括了部分旅游休闲用地

和体育用地，地块内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建筑结合郊野公园景观，

形成绿荫衬托、碧绿掩映的景观氛围。 

一般地区在空间尺度上强化秩序梳理，建筑基准高度原则上不超过18米。 

 

 

 

 

 

中心城空间尺度管控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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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貌整体管控的前提下，优化城镇内的建筑高度方案，以提升人对绿地、

河道等生态空间的视觉体验完整性，并且塑造新城和新市镇的景观特色。 

 

 梯度控制 

由中心区向边缘区高度递减：城镇或组团中心区内的建筑高度整体较高，靠

近城镇边界或组团边界地区的建筑高度较低，靠近公园绿地、生态廊道、水系的

地区内的建筑高度较低。 

沿生态空间第一层界面高度控制：城镇周边和组团之间的绿地两侧30米范围

内，以围合式或行列式布局为主的，建筑高度建议一般不超过12米，以点式布局

为主的，建筑高度建议一般不超过18米。 

 

 

 开敞空间周边轮廓线控制： 

沿河建筑轮廓线：以H/D系数确定建筑高度，河道两侧的H/D值应不大于1/2。

同时，沿河第一层面建筑高度建议一般不超过15米。 

环湖建筑轮廓线：可形成前景和后景至少两个层次的建筑轮廓线。前景轮廓

线在空间形态上做到有韵律的变化，建筑高度建议控制在15米以下。后景轮廓线

上应有至少一处制高点。 

公园周边界面轮廓线：建筑高度应与林冠线高度相互衬托，公园北侧界面上

建筑高度可较高，以形成较好的向阳观赏界面。 

 

 

 街廓空间控制 

根据道路功能定位不同，设置街道空间的高宽比值，通过沿街建筑高度控制

和建筑退界控制相结合来实现。控制沿街建筑外轮廓线和界面连续度，达到街道

景观的连续性和整体效果的统一和完整。在有断续的街廓界面上，在断缺处或者

转向处设置焦点建筑物，丰富道路轴线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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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密有致的空间肌理 

绿林镶环：在城镇片区外围增设”森林绿环“，强化生态交融效果。 

指状渗透：强化结构性空间，形成深入城镇片区内部的生态廊道。 

绿地密布：增加成规模的绿化用地密度，营造“城在林中、景城交融”的生

态格局。 

串联成链：构建多轴多景、环带相扣的空间脉络，将开敞空间节点彼此串联，

从而放大生态景观效益。 

 

 

 舒缓协调的天际轮廓 

有序建廓线：可通过部分面向低密度片区的适度梯度变化，以街坊自身高度

引导、及适度的裙房变化、退台变化等建筑设计手法，塑造有序变化的建筑轮廓

线。 

丰富屋顶：在整体较低的高度管控下，宜引导更为多元灵动的建筑屋顶形式，

通过平坡结合、虚实结合、覆土设计等手法，形成更具特色的天际轮廓效果。 

 

提升通透度：适度减小建筑单侧体量，同时拉大建筑栋距、通过一定的立面

设计手法提升界面通透性。 

韵律林缘线：林缘线与建筑线穿插起伏,重点关注环湖、生态空间周边、生态

廊道两侧和城镇边界地区的界面。植物的配置种类与种植时序应兼顾林缘线的营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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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灵动的街坊布局 

街坊布局以满铺式、点式、行列式和围合式为基本肌理模式，同时通过围合+

点式的方式，打破行列式肌理带来的呆板空间感觉。 

风貌独特性：在崇明传统布局肌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和演绎，展现不同叠合的

空间序列，同时体现生态导向下的建筑技术和审美取向。 

功能匹配性：考虑各类街坊肌理与功能的匹配性，结合现代使用功能需求。 

环境相融性：引导相对灵活自由的建筑布局，以长边建筑、短边建筑、点式

建筑等多种方式处理街坊与外部景观环境的空间关系，加强自然环境向街坊内部

渗透。 

 

 

 绿意活力的街道界面 

引导一定比例的街道给予较宽的建筑退界。要求，并结合沿线不同的开发强

度形成绿荫衬托、绿荫掩映、绿荫遮蔽等不同的绿荫效果。 

宜人尺度：商业街道1.5:1至2:1之间的高宽比较为宜人，对于道路小于16M

的街道高宽比可适度放宽要求。 

虚实结合：关注重要界面沿线的建筑底部设计。增加沿街商业与办公建筑底

层的通透性。沿街建筑立面设计应体现美感。 

业态复合：宜形成相对连续的积极界面，商业街道类型多样，密度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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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色彩引导 

 色彩分区管控 

规划范围内进行分区色彩管控，包括三种分区类型：一是重点地区（开发边

界内），严格控制建筑色彩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整体做到协调统一，住宅建筑与

公共建筑的主体宜采用木原色、白色、灰色等色彩，形成宁静纯洁的空间氛围。

二是重点地区（开发边界外），郊野公园中的建筑色彩选择也应和景观、植物色

彩相匹配，色彩较鲜艳的建筑可布局道路交叉口、特色节点等位置。三是一般地

区，村庄色彩基调以江南民居的“黑、白、灰”为主，村庄中的小品、廊架、亭

台等景观建筑可采用黑色、红色、黄色等色彩。 

 

 

 

 

 

 

色彩分区管控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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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色彩引导 

在区域总体风貌上，应以体现崇明特色为目标，以协调统一为原则，利用城

市色彩的综合功能和意义，一方面完善老城区整体风貌、改善老城区城市环境，

另一方面也可塑造崇明的新形象。总体控制以“沉稳、素雅、和谐”为原则，基

调以江南民居的“黑、白、灰”为主，少量鲜亮活泼颜色点 。 

在标志性建筑单体上，也可尝试在标志性建筑中运用色彩变换使其地标属性

更为突出，在环境协调统一的前提下凸显新意。 

 

 

 

 

 

� � � � � �  

 

建筑色彩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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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综合交通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现状评估：陈家镇现状对外公路基本贯通，城市开发边界内干路主骨架基本

形成，其他道路实施率较低；常规公交、慢行交通、静态交通等系统发展水平较

低；现状交通枢纽为临时枢纽，集成多种交通方式，用地较紧张；加油（气）站

现状站点密度较低。 

规划策略：在推进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和打造陈家镇国家体育特色小镇的

背景下，积极推进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建设，支撑地区发展。践行“公交优先”战

略，利用多种公共交通方式，构建多元化公共交通客运体系；构建层次合理的道

路系统，提高城市开发边界内道路网密度，推进慢行交通和静态交通规划建设。

针对陈家镇特色，综合交通系统应兼顾生态景观功能，远期交通设施规模应满足

体育赛事期间及旅游旺季交通需求。 

1. 公共交通 

构建多元化公共交通客运体系，形成公共交通和个体机动化交通均衡发展的

25-30分钟交通圈，构建“P+R”、“B+R”换乘系统。完善常规公交系统，加强与

慢行交通系统的衔接，形成以“常规公交+慢行交通”为主导的绿色交通模式，实

现绿色交通出行比重达85%的发展要求。 

 轨道交通 

规划轨道交通崇明线是一条快速联系崇明区和上海中心城的市域线，途经崇

明岛、长兴岛和浦东新区。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段）规划车站3座，车辆基地

1座，用地规模约23.6公顷。 

规划轨道交通崇明线被列入《上海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8-2023年）》

（发改基础〔2018〕1831号），并在该规划中针对轨道交通崇明线（陈家镇段）

线位研究了两个比选方案。本次规划保留两个比选方案系统预留的可能性，下阶

段结合轨道交通崇明线选线专项规划，对线站位方案、车辆基地选址等进行深化

落实。 

 常规公交 

结合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常规公交系统，实现居民15分钟内接驳至轨道

交通系统，城市开发边界内常规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达100%；在乡村地区规划常

规公交支线，提升常规公交可达性、扩大服务范围，实现行政村常规公交100%全

覆盖。新能源公共汽车比例达100%。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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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商业、办公、交通枢纽等用地或建筑，设置出租车候客站或扬招点。在

轨道交通站点、居住社区出口下游等需求集中处，可在道路红线内设置出租车候

客站，若交通条件不允许，可设置出租车扬招点。 

 水上公共交通 

利用河道水系，规划水上公交线路及接驳点，串联沿线公共空间。 

 综合交通枢纽 

规划综合交通枢纽1处，位于综合交通枢纽单元，用地规模约8.0公顷，承担

崇东片区、陈家镇与主城区之间的客运交通转换功能。 

陈家镇综合交通枢纽主要包括以下交通功能：轨道交通市域线、局域线、长

途客运、旅游集散中心、常规公交首末站（含旅游专线）、出租汽车营业站、“P+R”

换乘（含新能源车辆）、“B+R”换乘、共享自行车等。 

 公交停保场 

规划公交停保场1处，位于综合交通枢纽单元，用地规模约3.0公顷，停保能

力约150辆，提供公交车辆服务保养、维修与停车等综合服务。远期实现公交进场

率达100%。 

 公交枢纽站及公交首末站 

规划公交枢纽站1处、公交首末站6处，位于镇内各单元。公交枢纽站用地规

模1700平方米，服务3条公交线路；公交首末站每处用地规模1200平方米，服务2

条公交线路。 

加强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衔接，结合公交枢纽站和公交首末站，

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所，构建“B+R”换乘系统。 

           

 

         公交枢纽站及公交首末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类型 位置 用地规模（平方米） 

1 公交枢纽站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1700 

2 公交首末站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1200 

3 公交首末站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1200 

4 公交首末站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1200 

5 公交首末站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 1200 

6 公交首末站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北部） 1200 

7 公交首末站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东部） 1200 

 港区和码头 

规划港区和码头1处，为陈家镇公务码头，位于奚家港南部，陆域用地规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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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公顷，主要满足公务出行需求。 

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图 

2. 道路系统 

按照生态交通发展要求，尊重现状路网机理，不过度拓宽道路，强化道路与

生态功能的整合，构建具有生态岛魅力的道路系统。按照“窄宽度，宽绿化”的

规划理念，以交通稳静化为导向，完善道路横断面，塑造适宜慢行的街道环境。

践行“小街区、密路网”的发展理念，提高城市开发边界内市政道路网密度，提

高街坊道路可达性，实现城市开发边界内全路网密度≧8km/km2的规划目标。 

 道路体系 

规划范围内道路分为高速公路、主要公路、次要公路、区级干线、一般公路、

景观道路六个等级。城市开发边界内道路分为镇区干路、镇区支路两个等级。 

高速公路包括沪陕高速（G40），规划出入口1处，位于陈海公路；同时规划

研究出入口1处，位于崇明生态大道，后续结合轨道交通崇明线及相关规划启动研

究。沪陕高速（G40）规划道路红线宽度60米，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侧各50米。 

主要公路包括崇明生态大道、陈海公路、东滩大道（东团公路以西）等，规

划道路红线宽度40-60米，城市开发边界外道路的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侧各

10-20米。 

次要公路包括北沿公路、揽海路（北陈公路-东团公路）、八滧公路、北陈公

路、中滨路、东团公路（揽海路-北沿公路）等，规划道路红线宽度30-50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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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开发边界外道路的隔离带规划控制宽度两侧各10-20米。 

区级干线包括新北沿公路、草港公路、裕鸿路、陈南公路、陈通路、前裕公

路、团旺北路等，规划道路红线宽度24-50米，城市开发边界外道路的隔离带规划

控制宽度两侧各10-20米。 

 道路结构 

规划范围内规划形成“6横6纵”骨干道路网络。其中，“6横”为新北沿公路、

北沿公路、草港公路-裕鸿路、陈海公路-东滩大道、陈南公路、崇明生态大道-

揽海路；“6纵”为八滧公路、沪陕高速（G40）、陈通路、前裕公路-北陈公路、

中滨路、团旺北路-东团公路。城市开发边界内各单元形成相对独立的道路系统，

注重与规划范围内骨干道路及其他单元道路的衔接。 

规划范围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315.0km，规划道路网密度约1.4km/km2；城

市开发边界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156.3km，规划道路网密度约5.1km/km2。 

 

道路系统规划图（规划范围） 

陈家镇镇域范围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219.2km，规划道路网密度约

2.3km/km2；陈家镇城市开发边界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135.0km，规划道路网密

度约5.2km/km2。 

东滩范围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59.1km，规划道路网密度约0.6km/km2；东滩

城市开发边界内，规划道路总长度约13.3km，规划道路网密度约4.3km/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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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系统规划图（城市开发边界范围） 

主要道路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路名 起迄点 
红线宽度

（米） 

隔离带宽度

（米） 
断面形式 

规划保留/

规划调整

高速公路 沪陕高速（G40） 南镇界-西镇界 60 50 两块板 规划保留 

主要公路 崇明生态大道 西镇界-北陈公路 40 50 四块板 规划保留 

主要公路 陈海公路 西镇界-北陈公路 60 20 四块板 规划保留 

主要公路 东滩大道 北陈公路-东团公路 50，60 - 四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北沿公路 西镇界-东团公路 40 15 三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揽海路 北陈公路-东团公路 30 - 三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八滧公路 北沿公路-崇明生态大道 30 15 三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北陈公路 北沿公路-揽海路 40 - 四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中滨路 北沿公路-揽海路 50 - 四块板 规划保留 

次要公路 东团公路 北沿公路-揽海路 40 15 四块板 规划保留 

区级干线 新北沿公路 西镇界-团旺北路 24 10 三块板 规划调整 

区级干线 草港公路 西镇街-北陈公路 40 15 三块板 规划保留 

区级干线 裕鸿路 北陈公路-东团公路 50 15 四块板 规划保留 

区级干线 陈南公路 西镇界-北陈公路 30，35 15 三块板 规划保留 

区级干线 陈通路 陈海公路-崇明生态大道 40 - 四块板 规划调整 

区级干线 前裕公路 新北沿公路-北沿公路 30 10 三块板 规划保留 

区级干线 团旺北路 新北沿公路-北沿公路 30 10 三块板 规划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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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横断面 

在满足交通通行功能的前提下，陈家镇道路横断面应体现陈家镇生态、生活

特色，保障绿地空间。近期新建道路应满足慢行交通和道路景观设置需求，原则

以双向两条机动车道为主，并为增加机动车道规模预留弹性，满足未来旅游旺季

及体育赛事期间的交通需求。 

主要公路道路红线宽度40-60米，断面形式以四块板为主；次要公路道路红线

宽度30-50米，断面形式以三块板和四块板为主；区级干线道路红线宽度24-50米，

断面形式以三块板和四块板为主。 

道路横断面可结合实际需求，在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阶段参照相

关规定进行调整。 

 

	 	 	 	

40 米道路横断面一                         40 米道路横断面二            	

	 	 	 	 	 	 	 	 	 	

35 米道路横断面一                          35 米道路横断面二            

	 	 	 	 	 	 	 	 	 	 	 	 	 	 	

30 米道路横断面一                          30 米道路横断面二          	

	 	 	 	 	 	 	 	 	 	 	 	 	

24 米道路横断面            20 米道路横断面          16 米道路横断面      

 

道路横断面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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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行交通 

结合水系、生态廊道、绿道、郊野公园等，构建慢行交通系统，包括步行系

统和非机动车系统。结合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系统，构建“B+R”换乘系统。 

步行系统以生活服务为主，兼顾徒步休闲、运动、娱乐、旅游功能，沿线设

置休憩驿站、直饮水点、自动售卖机等设施。非机动车系统包括非机动车网络和

非机动车交通设施，其中非机动车网络包括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专用路、允许

非机动车通行的各类通道；非机动车交通设施包括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公共

自行车租赁点等。 

4. 静态交通 

 停车分区 

按照严格控制、一般控制和基本满足等标准制定分区静态交通政策，划分三

类停车分区，引导个体交通合理使用。 

I类区域（停车严格控制区）包括东滩片区，严格控制停车泊位供给总量，以

“公交+慢行”出行为主导，适当配置新能源车辆停车泊位；II类区域（停车一般

控制区）包括陈家镇主要片区，基本满足居住类刚性停车需求，适度兼顾公共活

动类需求，适当增加公共服务类配建指标，鼓励“P+R”出行；III类区域（停车

基本满足区）包括陈家镇西部和北部郊野地区，以解决实际需求为主，满足居住

类刚性需求，适当增加公共停车设施。 

 

静态交通系统停车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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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设施 

结合停车分区，完善停车供应结构，建立以配建为主、公共为辅和路内为补

充的停车设施体系，其中配建停车泊位比例达到80%以上。在新建区域，以配建为

主，满足停车需求；在配建不足的已建成区域，以公共停车库（场）为辅助、路

内停车位为补充。 

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及综合交通枢纽，规划“P+R”换乘中心。在配建停车库（场）

和公共停车库（场），规划新能源车辆停车泊位，预留新能源车辆充电设施建设

条件。 

规划公共停车场1处，位于裕安现代社区单元，用地规模1500平方米。 

 静态交通充电设施 

构建以住宅小区、办公场所自用、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停车场、独

立充电站等公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充电服务网络。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公共充电设施

达到1.5公里服务半径水平。 

依据场所类型，确定充电设施差异化设置标准：对于住宅小区，新建地块按

总停车位的100%建设，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已建地块鼓励建设充电设

施、充电泊位分时共享；对于办公场所、独立用地公共停车库（场）、商业、公

建等场所，配套停车场按充电泊位≥10%配建到位，并根据需求增加充电设施建设

规模；对于陈家镇综合交通枢纽“P+R”换乘停车场，充电泊位宜按不低于15%的

比例配建到位。 

5. 其他交通设施 

 加油（气）站、充（换）电站 

规划加油（气）站7处、充（换）电站2处。积极推进加气站和充（换）电站

的规划建设。 

          加油（气）站、充（换）电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类型 位置 用地规模（平方米）

1 加油（气）站 北沿公路北陈公路以西 2450 

2 加油（气）站  北沿公路前哨公路以西 2305 

3 加油（气）站  东团公路裕鸿路以南 2400 

4 加油（气）站  东滩大道东团公路以北 2465 

5 加油（气）站  北陈公路揽海路以北 2400 

6 加油（气）站  北陈公路裕鸿路以南 2400 

7 加油（气）站  陈海公路八滧公路以西 2400 

8 充（换）电站 中滨路裕政路以西 2454 

9 充（换）电站 陈海公路陈通路以南 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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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气）站、充（换）电站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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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单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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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单元划分 Unit Division 
     

对规划范围划分规划编制单元，城市开发边界内为城镇单元，单元划

分以功能为导向，参考既有控规编制单元划分模式，根据 15 分钟生活圈及

公共服务半径确定。城市开发边界外为乡村单元，参考行政管辖边界界线

来划分单元。 

规划范围内共划分18个单元。 

城市开发边界内划分10个城镇单元。四片为社区单元，包括裕安现代社区单

元、国际生态社区单元、老镇单元、滨江休闲社区单元。六片为产业单元，包括

国家体育集训基地单元、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东滩健康

园区单元、高教单元、综合交通枢纽单元。 

综合交通枢纽单元为新增单元，主要是考虑结合规划客运枢纽的综合开发新

增开发边界。国际生态社区单元、高教单元的范围与现行控规编制单元保持一致。

由于区总规对规划范围内开发边界整体削减，老镇单元、滨江休闲社区单元、国

际商务区北片单元、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东滩健康园区单元的规模均缩减，边

界有所调整。考虑到轨交站点和车辆基地的规划设置，国家体育集训基地单元的

范围进行了调整。 

综合考虑规划范围内的村庄行政界线及河道、道路等自然界限，将城市开发

边界外划分8个乡村单元。规划划分为陈家镇北部乡村单元（含裕安垦区、德云村、

裕西村、裕安村）、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含鸿田村、裕丰村、先锋村、瀛

东村）、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含八滧村、协隆村）、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含

晨光村、展宏村、花漂村、陈西村）、农业现代园区单元、上实东滩生态单元（含

东滩、团结沙新垦区）、东平镇前哨农场单元、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含合

兴垦区、无效垦区、立新村）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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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划分一览表 

单元划分 单元名称 单元编号 
单元面积 

（平方公里） 
功能定位 

 

城镇单元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 CMSA0002 1.63 体育训练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CMSA0003 6.25 居住生活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CMSA0004 2.57 
商业商务、会议展览、

居住配套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 CMSA0005 2.92 产业研发、居住配套 
综合交通枢纽单元 CMSA0006 0.37 交通枢纽、商业配套 

老镇单元 CMSA0007 0.41 居住生活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CMSA0008 3.86 居住生活 

高教单元 CMSA0009 1.58 教育科研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CMSA0011 7.80 运动休闲、居住生活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CMS15-0501 3.08 科技研发、养老服务 

乡村单元 

陈家镇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1 20.62 
生态功能、居住生活、

旅游休闲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 CMCJZJY01-2 15.54 生态功能、旅游休闲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3 14.97 
生态功能、居住生活、

旅游休闲 

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4 16.09 
生态功能、居住生活、

旅游休闲 
农业现代园区单元 CMCJZJY02 7.5 农业生产 

上实东滩生态单元 CMCJZJY03 95.8 
生态保育、农业生产、

旅游休闲 

东平镇前哨农场单元 CMCJZJY04 17.9 
农业生产、生态保育、

旅游休闲 
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单元 CMCJZJY05 9.7 农业生产、生态保育 

 

 

 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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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镇单元 Town Unit 

1.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 CMSA0002 

本单元南至北沿公路，西至草茅港，东至涨水洪。规划常住人口不作要求，

用地面积1.63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1.61平方公里。保留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

一期用地，原二期、三期用地调整为留白用地。考虑崇明轨交站的地上商业开发，

适当增加商业商务用地。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体育训练功能为主，保留现状1处体育集训中心。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崇明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CMSA0002单元）控制性详

细规划》，于2011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位东滩健

康园区单元为 “集训练、科研、医疗、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

本次规划对其整体功能定位不作调整。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市区级公共

服务设施 
体育设施 体育训练基地 1 64.35 独立 

部分保留，

部分新增 

交通设施 轨交车辆基地 — 1 23.57 独立 新增 

单元编号 CMSA0002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6.47

功能定位 体育训练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1.65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1.63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64.35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1.61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77.22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1.99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限

（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顷) --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

租赁性住房比例（%） 
--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6.47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1.65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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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CMSA0003 

本单元北至北沿公路，南至裕鸿路，西至北陈公路，东至中滨路。规划常住

人口5万人。用地面积6.25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5.71平方公里。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裕安现代社区(CMSA0003单元)控制性

详细规划》，该控规于2011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

位裕安现代社区单元为“陈家镇的行政中心驻地，以生活居住及其配套服务功能

为主体，兼有都市型工业的综合型城镇社区”，本次规划将其调整为“陈家镇的

行政中心驻地，以生活居住及其配套服务功能为主体的城镇社区”。用地结构不

作调整，由于建设规模总量控制，适当减少规划居住用地，并根据人地关系，完

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本次规划该社区单元以居住生活功能为主。明确现状保留1处地区级青少年活

动中心，1处社区派出所和1处文化活动社区，同时保留2处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

以及4处幼儿园、1处小学、1处初中；规划新增地区级行政、文化、体育、医疗、

科研设施各1处，以及2所幼儿园、1所小学、1所初中和1所高中。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3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35.81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功能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64.46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6.25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52.82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5.71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44.35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46.65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59.71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295.98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

数量下限（个） 
2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85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

限(公顷) 
21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

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25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

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35.81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64.46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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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现代社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地区级公益性公

共服务设施 

行政设施 行政设施 1 2.74 独立 新增 

文化设施

青少年活动中

心 
1 2.59 独立 保留 

文化中心 1 1.02 独立 新增 

体育设施 -- 1 3.95 独立 新增 

医疗设施 -- 1 4.15 独立 新增 

科研教育

设施 

老年大学 1 3.39 独立 新增 

成人教育 1 3.1 独立 新增 

特殊教育 1 1.98 独立 新增 

社区级公益性公

共服务设施 

行政设施

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 

1 0.60 独立 新增 

派出所 1 0.49 独立 保留 

城市管理监督 1 0.98 独立 新增 

社区服务中心 1 0.51 独立 新增 

文化设施 文化活动中心 1 0.81 独立 保留 

医疗设施 社区卫生中心 2 1.31 独立 新增 

福利设施 社区养老院 1 2 独立 新增 

商业设施 菜场 2 0.81 独立 保留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 6 3.06 独立 
4 处保留，

新增 2处 

小学 -- 2 5.4 独立 
1 处保留，1

处新增 

初中 -- 2 5.73 独立 
1 处保留，1

处新增 

高中 -- 1 5.43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停车场 --- 1 0.15 独立 新增 

充电站 -- 1 0.25 独立 新增 

公交首末

站 
-- 2 0.24 独立 新增 

轨交车站 — 1 — —  

市政设施 

环卫 环卫所 1 0.25 独立 保留 

污水 — 1 3.55 独立 保留 

消防 消防站 1 0.47 独立 新增 

通信 通信机房 2 — 综合 
1 处保留，1

处新增 

邮政 邮政所 1  综合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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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CMSA0004 

本单元北至裕鸿路，南至轴线河北侧规划道路，西至中滨路，东至瀛湖环路。

规划常住人口0.5万人，用地面积2.57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2.27平方公里。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4、CMSA0005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该控规于2012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位该

单元为“以论坛会议、数据产业、总部商务、养生保健、生态居住等多元功能为

主导的国际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本次规划将其调整为“以商业商务、会议展

览、居住配套功能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本次规划不改变该单元用地结构，仅在中滨路、轴线河沿线等区域作局部调

整。结合崇明轨交线站点综合开发，适当增加商业商务用地。为发展健康产业，

减少其他服务设施用地，并在原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南侧适当增加医疗卫生用地。

减少居住用地规模，在轴线河北侧增加文化、体育设施用地和旅游休闲用地。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商业商务、旅游休闲功能为主。规划新增1处文化设施、

1处医疗设施、1处体育设施以及1所小学和1所幼儿园。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4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55.03 

功能定位 
商业商务、会议

展览、居住配套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99.05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57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6.26 

人口规模（万人） 0.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38.02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27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44.60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33.42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37.62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33.42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

限（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70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3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

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25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

顷） 
55.03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

方米） 
99.05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7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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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地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 2 3.18 独立 新增 

体育设施 — 3 9.76 独立 新增 

医疗设施 — 1 9.23 独立 新增 

社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行政管理设

施 
街道办事处 1 0.43 独立 新增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 1 0.65 独立 新增 

小学 — 1 1.91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轨道交通车

站 
-— 1 — 综合 新增 

公交枢纽站 — 1 0.17 独立 新增 

市政设施 

电力 环瀛变电站 1 0.24 独立 新增 

环卫 
湿垃圾处理

站 
1 — 综合 新增 

通信 通信机房 1 — 综合 新增 

 

 

 

 

4.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 CMSA0005 

本单元北至轴线河南侧规划道路，南至东滩大道，西至中滨路，东至瀛湖环

路。规划常住人口0.3万人，用地面积2.92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2.70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产业研发、居住配套功能为主。规划新增1处菜场、1

处卫生服务站、1处幼儿园、1所初中、1处能源中心。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4、CMSA0005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该控规于2012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位该

单元为“以论坛会议、数据产业、总部商务、养生保健、生态居住等多元功能为

主导的国际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本次规划将其调整为“以产业研发、居住配

套功能为主体的科创研发基地”。 

本规划对居住用地进行大规模减量，将轴线河南侧居住组团作为留白用地，

考虑职住平衡，将瀛湖及组团内轴线湖沿线的部分产业研发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

并相应调整基础教育设施及社区服务设施的用地布局。 



第四章 单元规划 

105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5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8.83

功能定位 
产业研发 

居住配套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

方米） 
51.89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92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61.47

人口规模（万人） 0.3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

限（公顷） 
2.86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70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

限 

（万平方米） 

2.44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6.47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25.46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16.47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

构数量下限（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70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

下限(公顷) 
--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

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25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

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8.83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51.89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

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51.45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
留/新增/
改建） 

社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设施 菜场 1 0.19 综合 新增 

医疗卫生设施
卫生服务

站 
1 0.19 综合 新增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幼儿园 1 0.64 独立 新增 

初中 初中 1 1.84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公交首末站 
公交首末

站 
1 0.12 独立 新增 

市政设施 

消防 消防站 1 0.48 独立 保留 

能源 能源中心 1 1.36 独立 新增 

邮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0.27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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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综合交通枢纽单元 CMSA0006 

该片区单元规划以交通枢纽、商业配套功能为主。 

遵循用地集约开发原则，规划新增陈家镇公交停保场、轨交站点、公交站点、

公交换乘设施形成综合型交通枢纽；充分利用轨交站点的用地价值，强化站点周

边用地的综合利用开发，规划商业服务、居住配套设施。 

 

 

综合交通枢纽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6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1.51 

功能定位 
交通枢纽 

商业配套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20.72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0.37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

顷） 
--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0.36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1.33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

下限（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

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1.51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20.72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4.91 

 

 

 

综合交通枢纽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交通设施 

公交保养

场 
-- 1 3.03 独立 新增 

交通枢纽 -- 1 8.02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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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老镇单元 CMSA0007 

该单元北至陈海公路南侧水系、南至六二路及崇东中学南侧地界，东西以规

划道路为界。用地面积0.41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0.4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该社区单元以居住生活功能为主。明确现状保留1所小学、1所初中、

1个医疗卫生站、1处图书馆、1处充换电站、1处邮政所。沿北侧水系沿线增加绿

地，其他建设用地为留白发展用地。 

 

 

老镇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7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0.49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功能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0.88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0.41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

顷） 
6.93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0.40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万

平方米） 
5.89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3.79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

量下限（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

(公顷) 
--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

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

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0.49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0.88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4.96 

 

老镇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社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图书馆 1 0.23 独立 保留 

医疗设施 卫生所 1 0.64 独立 保留 

基础教育设施 
小学 小学 1 1.91 独立 保留 

初中 初中 1 4.15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充电站 充换电站 1 0.78 独立 保留 

市政设施 邮政 邮政所 1 -- 综合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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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CMSA0008 

本单元北至东滩大道，南至原南横引河，西至北陈公路，东至涨水洪。规划

常住人口1.5万人，用地面积3.86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3.60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居住生活功能为主。由于人口总量控制，本规划就该

社区单元生态湖北侧和东南侧未出让的居住用地进行组团式减量，调整为留白用

地。明确现状保留1处幼儿园、1处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新增1处文化设施、1处

体育设施、1处幼儿园、1处高中。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8单元（国际实验生态社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于2012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分

别定位国际生态社区单元为“陈家镇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以生活居住及其配套服

务功能为主的低碳生态居住示范社区”，本次规划对整体功能定位不作调整。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08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7.02 

功能定位 居住生活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0.64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3.86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1.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21.86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3.60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26.23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98.38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39.90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98.38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

限（个） 
1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70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

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25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7.02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30.64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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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态社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地区级公益

性公共服务

设施 

文化设施 图书馆 1 3.26 独立 保留 

体育设施 体育场 1 2.08 独立 新增 

社区级公益

性公共服务

设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 
1 0.81 独立 新增 

商业设施 菜场 1 0.31 独立 保留 

医疗卫生设施

社区卫生中

心 
1 0.43 独立 保留 

卫生服务站 1 — 综合 新增 

养老福利设施 养老院 1 1.67 独立 新增 

基础教育设

施 

幼儿园 幼儿园 2 2.1 独立 保留 

九年一贯制 九年一贯制 1 7.46 独立 保留 

高中 高中 1 2.86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公交首末站 公交首末站 1 1.33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 通信设施 通信机房 1 — 综合 新增 

 

 

 

 

 

 

 

8. 高教园区单元 CMSA0009 

本单元北至东滩大道，南至原南横引河，西至涨水洪，东至中滨路。规划用

地面积1.58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1.48平方公里。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教育科研功能为主。考虑到单元东侧紧邻郊野公园及

体育小镇核心区，在中滨路沿线适当增加商业用地，作为服务配套设施的补充。

现状保留1处教育科研设施（贤达学院），其余均为新增教育科研用地。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CMSA0009、CMSA0010单元控制性详细

规划》，分别于2011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位高教

单元为 “生态型知识传播研创基地”，本次规划对整体功能定位不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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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园区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高 

 

 

 

高教园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地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教育科研 

贤达学院 1 33.29 独立 保留 

高等教育院校 1 68.90 独立 新增 

 

 

 

 

 

 

 

 

单元编号 CMSA0009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6.99 

功能定位 教育科研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6.99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1.58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102.18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1.48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81.74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10.07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

限（个） 
--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3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

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6.99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6.99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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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CMSA0011 

本单元北至瀛陈公路，西至北陈公路。规划常住人口1.5万人，用地面积7.80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7.09平方公里。 

本规划对用地结构不作调整，仅在居住用地和教育科研用地作局部优化。考

虑到陈家镇生态科研教育的功能导向，以及中华鲟保护基地的未来用地扩展的可

能性，在原中华鲟保护基地用地基础上适当增加教育科研用地。在揽海路以北，

北陈公路以东区域减少规划居住用地，并相应调整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布局。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运动休闲、居住生活功能为主。规划1处中华鲟保护基

地、1处鸟类保护基地、1处医院、2处幼儿园。 

本单元原控规为《陈家镇滨江休闲运动居住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于2014

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规定位滨江休闲社区单元为“以

户外休闲运动和生态居住功能为主的休闲运动居住社区”，本次规划对其整体功

能定位不作调整。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A0011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30.82

功能定位 
运动休闲 

居住生活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30.82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7.80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9.64 

人口规模（万人） 1.5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30.2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7.09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36.24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74.74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157.83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274.74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

限（个） 
1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50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6.6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

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10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30.82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130.82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2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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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休闲社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
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
综合） 

备注（保
留/新增/
改建） 

地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医疗卫生

设施 
医院 1 11.69 独立 

保留,边

界调整 

教育科研
中华鲟保护基地 1 16.61 独立 保留 

东滩鸟类保护基地 1 11.02 独立 保留 

社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1 0.56 独立 新增 

文化活动室 1 0.37 独立 新增 

养老福利

设施 

日间照料中心 1 - 综合 新增 

老年活动室 1 - 综合 新增 

体育设施 运动场 1 - 综合 新增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 2 1.73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公交首末

站 
- 1 0.12 独立 新增 

市政设施 

污水设施 污水泵站 1 0.27 独立 保留 

电力设施 揽海变电站 1 0.23 独立 保留 

通信设施 通信机房 1 - 综合 新增 

 

 

10.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CMS15-0501 

本单元南至揽海东路，西至东滩大道。规划常住人口0.2万人，用地面积3.08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面积2.78平方公里。 

本规划对用地结构不作调整。考虑上实东滩与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校有生态科

研合作，并将大力发展生态教育事业，适当早增加教育科研、产业研发用地。基

于东滩已有较为完善的养老健康产业基础，考虑陈家镇总体功能定位之一为健康

养生，结合原东滩长者社区，适量增加养老式的租赁住宅及医疗卫生用地。 

本次规划该片区单元以科技研发、养老服务功能为主。规划1处文化设施、1

处体育设施、1处医疗设施、1所幼儿园。 

本单元原控规为《上海市崇明东滩启动区（CMS15-05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

划》、《上海市崇明东滩启动区（CMS15-0501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城东组团局

部调整》，分别于2006年、2014年获得批复，用于指导该单元的城镇建设。原控

规定位东滩健康园区单元为“集养老长期护理机构、老年公寓和休闲养老三位一

体的新型老年社区”，考虑到该片区紧邻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中华鲟自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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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加强生态教育及生命科学研究功能，本次规划将其定位为“以生态科研、

康复医疗、休闲养老为主的综合性科研养老片区”。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S15-0501 商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45.47 

功能定位 
科技研发 

养老服务 
商业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81.85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3.08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19.93 

人口规模（万人） 0.2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下限（公顷） 24.57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2.78 
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下限 

（万平方米） 
29.48 

住宅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23.93 公园绿地面积下限（公顷） 28.95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23.93 

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下

限（个） 
1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占比（%） 70 
2、3 类应急避难场所面积下限(公

顷) 
1.2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

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50 支路网密度下限（公里/平方公里） -- 

商务办公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45.47 骨干绿道长度（千米） -- 

商务办公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81.85 文化保护控制线面积（公顷） -- 

  生态空间面积（公顷） 61.67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
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

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地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文化设施 — 1 1.82 独立 保留 

医疗 医院 1 5.85 独立 新增 

体育 — 1 3.80 独立 新增 

社区级公益性

公共服务设施 

行政管理设

施 

街道办事处 1 0.39 独立 保留 

派出所 1 0.29 独立 保留 

社区服务中心 1 — 综合 保留 

基础教育设施 幼儿园 — 1 0.67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公交首末站 — 1 0.12 独立 新增 

市政设施 
防灾 消防站 1 0.51 独立 

保留，位置

调整 

通信 邮政所 1 — 综合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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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乡村单元 Country Unit 

1. 陈家镇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1 

该乡村单元位于陈家镇行政界线内，开发边界外区域。北至直团二河，

南至四号河，西至八滧港。该单元内规划保留村包括德云村、裕西村、裕安

村。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保留村庄。本次规划以生态功

能为主，兼顾居住生活、旅游休闲功能。本单元内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

空间，部分生态空间属于环陈家镇生态廊道，起到生态保护、滨水游憩、雨

洪调蓄、生物通道等生态功能。 

 

 

 

陈家镇北部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1-1 陈家

镇北部乡村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237.50 

功能定位 生态功能 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296.74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20.62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102.07 

人口规模（万人） 0.24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36.96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1.17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1764.87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73.90  文化红线范围 0.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69.84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206.46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149.62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5.36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139.68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19.52 

 

陈家镇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交通设施 
加油（气）

站 
1 0.25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设施 
电力设施 1 0.28 独立  

环卫设施 1 0.3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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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 CMCJZJY01-2 

该乡村单元位于陈家镇行政界线内，开发边界外区域。北至裕鸿路，西

至奚家港，东至东团公路。该单元划定将陈家泽湿地郊野公园、陈家镇自行

车郊野公园整体纳入单元范围，以便后续进行相关规划编制。单元内规划保

留村包括鸿田村、裕丰村、先锋村、瀛东村。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保留村庄、一般农用地为主。本次规划以生态功

能为主，兼顾郊野公园的休闲旅游功能。落实陈家镇水面率管控要求，未来

结合乡村规划在本单元增加景观水面。本单元内的生态空间主要为三类生态

空间，部分生态空间属于环陈家镇生态廊道，起到生态保护、滨水游憩、雨

洪调蓄、生物通道等生态功能。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1-2 陈家镇

郊野公园乡村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0.00 

功能定位 生态功能 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0.00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5.54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76.96 

人口规模（万人） 0.34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24.92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2.16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1554.5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230.85  文化红线范围 1212.86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97.50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54.28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

顷） 
308.99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40.26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

方米） 
195.00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60.51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市区

级公

共服

务设

施 

行政设施 

陈家镇建设

发展有限公

司 

1 0.75 独立 保留 

体育设施 
体育特色小

镇主要场馆 
2 25.1 独立 新增 

交通设施 加油（气）站 1 0.25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设施 

供水设施 1 1.48 独立 新增 

电力设施 2 0.82 独立 保留 

污水设施 2 0.44 独立 
1 处保留 1

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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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3 

该乡村单元位于陈家镇行政界限内，开发边界外区域。北至南横引河，

南至陈家镇镇域界线，西至八滧港。该单元内规划保留村包括八滧村、协隆

村。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保留村庄。本次规划以生态功

能为主，兼顾居住生活、旅游休闲功能。本单元内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

空间，部分生态空间属于环陈家镇生态廊道，起到生态保护、滨水游憩、雨

洪调蓄、生物通道等生态功能。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1-3 陈家

镇南部乡村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269.74 

功能定位 生态功能 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161.86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4.97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74.14 

人口规模（万人） 0.12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10.74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0.78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1335.58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17.28  文化红线范围 0.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33.74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21.76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262.10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34.03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67.48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0.00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交通设施 

加油（气）

站 
1 0.25 独立 新增 

轮渡码头 1 10.2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设施 

电力设施 4 2.8 独立 新增 

燃气设施 1 0.6 独立 新增 

供水设施 1 7.5 独立 改建 

污水设施 1 7.6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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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 CMCJZJY01-4 

该乡村单元位于陈家镇行政界限内，开发边界外区域。北至四号河，南

至南横引河，西至八滧港，东至奚家港。该单元规划保留村包括晨光村、展

宏村、花漂村、陈西村。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基本农田保护区、保留村庄。本次规划以生态功

能为主。本单元内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空间，部分生态空间属于环陈家

镇生态廊道，起到生态保护、滨水游憩、雨洪调蓄、生物通道等生态功能。 

 

 

 

 

 

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1-4 陈家

镇中部乡村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61.99 

功能定位 生态功能 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431.74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16.09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79.64 

人口规模（万人） 0.23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17.45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1.41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1176.8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79.92  文化红线范围 0.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公顷） 65.69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175.55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公顷） 247.74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4.77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

米） 
131.37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0.00 

 

陈家镇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交通设施 
加油（气）

站 
1 0.25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设施 

燃气设施 1 1.66 独立 新增 

环卫设施 1 1.7 独立 新增 

污水设施 1 0.2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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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农业园区单元 CMCJZJY02 

该乡村单元北至规划新旺河、南至直团二河，西至八滧港,东至南奚家港。 

本次规划该乡村单元以农业生产、生态保育功能为主。生态空间划定为

三类生态空间。 

 

 

 

 

 

 

 

农业现代园区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2 现代

农业园区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355.7 

功能定位 农业生产功能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公顷） 245.7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7.5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0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3.7 

人口净密度 

（人/公顷） 
0.0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0.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12.8 文化红线范围 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 

（公顷） 
0.0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28.8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 

（公顷） 
8.5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0.3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0.0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28.6 

 

 

 

农业现代园区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市政公用设施 电力设施 1 0.2 独立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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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实东滩生态单元 CMCJZJY03 

该生态单元位于规划范围内东部上海实业东滩区域内，包括除东滩健康

园区以外的郊野地区。 

本次规划该生态单元以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功能为主，适度发展休闲旅

游功能。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空间。 

 

 

 

 

上实东滩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3 上实东

滩生态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4037.2

功能定位 
生态保育、农业生

产、旅游休闲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公顷） 
5469.2

用地规模（平方公里） 95.8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157.1 

人口规模（万人） 0.0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122.1 

人口净密度（人/公顷） 0.0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0.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96.4 文化红线范围 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 

（公顷） 
0.0 

总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147.9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 

（公顷） 
262.1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104.7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0.0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43.2 

 

上实东滩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市区级

公共服

务设施 

行政设

施 
— 2 3.45 独立 保留 

交通设施 
加油（气）

站 
2 0.5 独立 新增 

市政公用设施 
电力设施 1 0.3 独立 新增 

通信设施 3 15.7 独立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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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东平镇前哨农场乡村单元 CMCJZJY04 

该乡村单元用地属于东平镇，介于涨水洪北段（原55塘河）和前哨闸河

之间半圆形区域。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条状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

空间。本次规划以农业生产、生态保育、旅游休闲为主。通过撤销集建区、

建设减量化、鼓励外围存量活化。规划设立前哨庄园，配置小型商业、公共

服务等设施。 

 

 

 

 

 

东平镇前哨农场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4 东平

镇前哨农场单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466.9 

功能定位 
农业生产、生态

保育、旅游休闲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公顷） 
752.7 

用地规模 

（平方公里） 
17.9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0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22.8 

人口净密度 

（人/公顷） 
0.0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0.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87.8 文化红线范围 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 

（公顷） 
0.0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3.1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 

（公顷） 
75.3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3.1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0.0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0.0 

 

 

 

东平镇前哨农场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交通设施 加油（气）站 1 0.2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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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乡村单元 CMCJZJY05 

该乡村单元介于前哨闸延河和界河二、69塘东河之间半圆形区域。该单

元内规划保留村包括立新村。 

该乡村单元现状主要是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空间划定为三类生态空间。

本次规划以农业生产、生态保育为主。规划立新村农民集中住房，配置卫生

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乡村单元总体引导一览表 

单元编号 

CMCJZJY05 陈家镇-

港沿镇-堡镇垦区单

元 

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公顷） 237.6

功能定位 农业生产、生态保育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公顷） 
190.7

用地规模 

（平方公里） 
9.7 

规划建设用地（未落地指标）

（公顷） 
— 

人口规模（万人） 0.1 新增耕地面积下限 3.1 

人口净密度 

（人/公顷） 
0.8 

农林复合整备用地面积下限

（公顷） 
0.0 

建设用地规模（公顷） 37.5 文化红线范围 0.0 

村庄建设用地上限 

（公顷） 
26.3 总建筑面积上限（万平方米） 70.4

建设用地减量化下限 

（公顷） 
48.5 

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

积下限 
1.5 

住宅建筑面积上限 

（万平方米） 
52.6 商业商办建筑面积上限 0.0 

 

 

 

陈家镇-港沿镇-堡镇垦区乡村单元设施规划一览表 

设施类别 设施名称 数量
用地面积 
（公顷） 

设置形式 
（独立/综合） 

备注（保留/
新增/改建）

市政公用设施 电力设施 1 1.5 独立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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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 

Near-term Key Development Areas 

1.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保留现状1处体育集训中心。南至北沿公路，西至草茅港，东至涨水洪。用地

面积6.25平方公里，保留国家级体育训练基地一期用地，原二期、三期用地调整

为留白用地。考虑崇明轨交站的地上商业开发，适当增加商业商务用地。 

2. 裕安活力社区 

依托裕安现代社区，配备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形成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东至中滨路，西至奚家港，北至北沿路，南至裕鸿路的宜居社区，总面

积约6.2平方公里。 

3. 国际商务区北片 

依托地铁站点以及陈家镇中心区位优势，发展成为陈家镇的综合商业、商务、

旅游服务中心，形成地区活力中心。中央湖以西，中滨路以东，总面积约2.3平方

公里。 

4. 陈家镇自行车郊野公园 

结合自然生态空间，引入户外教育、团队拓展、体育健身等功能，鼓励发展

青少年户外青训、企业拓展、高端体育等产业，总面积约1.8平方公里。 

         

近期重点发展区域索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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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Near-term Key Construction Projects 

1. 公共服务设施 

 体育设施 

近期将在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内新建1处自行车训练基地。至2020年，规划

范围内近期体育设施占地规模将达到62.36公顷，千人指标达到7795平方米/千人。 

 医疗设施 

近期将新建1处区级医疗设施，位于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内。至2020年，规划范

围内近期医疗设施占地规模将达到7.23公顷，千人指标达到904平方米/千人。 

 教育科研设施 

近期将新增3处科研教育设施。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内规划1处老年大学及成人

教育学校，是在现状废弃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设施。滨江休闲社区单元内规划新增1

处中华鲟保护基地二期，1处东滩鸟类保护基地。至2020年，规划范围内近期科研

教育设施占地规模将达到66.54公顷，千人指标达到8317平方米/千人。 

近期重点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

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ha） 
所在单元 备注

市、区

级设

施 

体育

设施 
1 自行车训练基地 6.47 国家体育训练基地单元 — 

医疗

设施 
2 综合医院 4.15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教育

科研 

3 老年大学、成人教育学校 6.11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改建

4 中华鲟保护基地二期 11.02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 
5 东滩鸟类保护基地 11.02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 

社区级公共服

务设施 

6 社区商业设施 0.47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7 社区养老院 0.9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8 社区养老机构 1.17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9 工疗康体中心 0.82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基础教育设施 9 幼儿园 0.73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合计  42.86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近期将规划新增4处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内规划1处社区

商业设施、2处社区养老设施、1处工疗康体中心。至2020年，规划范围内近期社

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占地规模将达到7.43公顷，千人指标达到928平方米/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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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设施 

近期将新建1处幼儿园，位于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内。至2020年，陈家镇近期基

础教育设施占地规模将达到24.22公顷，千人指标达3027平方米/千人。 

 
近期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图 

 

2.综合交通 

 道路设施 

结合城镇开发进程，推进道路建设，完善镇区道路系统，贯通主要道路，加

密支路网。近期重点建设崇明生态大道、郊野公园路、中滨路、北沿公路、陈通

路等道路。 

 公共交通设施 

近期规划建设公交首末站1处，位于裕安现代社区单元，用地规模1200平方米。

近期规划建设广场1处，位于裕安现代社区中心公园北侧。近期规划建设充电站1

处，位于裕安现代社区。 

在后续轨道交通选线专项规划阶段，深化轨道交通崇明线选线方案。衔接全

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进程，适时推进轨道交通崇明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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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点道路交通设施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

型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在单元 

用地面积（公顷）/道

路长度（千米） 

备

注

道路设

施 

1 崇明生态大道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 3.4 —

2 郊野公园路 陈家镇郊野公园乡村单元 2.6 —

3 中滨路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2.3 —

4 北沿公路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2.3 —

5 陈通路 
陈家镇中部乡村单元 

陈家镇南部乡村单元 
4.1 —

交通设

施 

1 公交首末站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0.12 —

2 广场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0.83 —

3 充电站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0.25 —

 

3.市政设施 

规划近期扩建陈家镇水厂一期工程，其规模由现阶段的4万立方米/日提升至6

万立方米/日，水厂用地规模不变。 

4.生态环境 

 公共绿地 

近期启动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商务休闲片区单元内的绿地建设，可新增公共

绿地34.02公顷。 

 水域 

近期完善国际商务区北片水系、揽海路北河水系，占地面积约13.41公顷。 

 

近期重点公共空间与生态环境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ha） 所在区域 备注 

公共绿地 
1 裕安现代社区绿地 18.24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 

2 国际商务区北片绿地 15.78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 

河流水域 
3 国际商务区北片水系 10.43 国际商务区北片单元 — 

4 揽海路北河 2.98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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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生态项目布局图 

 

 

5. 重点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项目 

近期计划供应的住宅及经营性用地共164.5公顷。 

 安置基地 

近期新建安置基地20.8公顷，包括裕安现代社区旁的农民拆迁安置基地。 

 租赁性住房 

近期规划有5.2公顷地块作为租赁性住房，均位于东滩健康园区。 

 市场化住宅 

近期规划有69.4公顷地块作为市场化住宅，其中裕安现代社区单元内5.2公

顷、国际生态社区单元内53.4公顷、滨江休闲社区单元内的10.8公顷。 

 其他经营性用地 

其他经营性用地共计69.1公顷，包括裕安现代社区内11.2公顷、国际商务区

南片内20.7公顷、国际生态社区内15.2公顷、滨江休闲社区内8公顷和东滩健康园

区内14公顷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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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住宅供应及经营性用地项目情况表 

项目类型 序号 项目名称 面积（ha） 所在区域 备注 

安置基地 

1 裕安现代社区农民拆迁安置基地 13.2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2 裕安现代社区拆迁安置基地 7.6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小计  20.8   

租赁性住

房 
3 东滩健康园区租赁养老住宅 5.2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市场化住

宅（含租

赁） 

4 裕安现代社区市场化住宅 5.2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5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市场化住宅 53.4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6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市场化住宅 10.8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小计  69.4   

其他经营

性用地 

7 裕安现代社区中心商业设施 11.2 裕安现代社区单元  

8 国际商务区南片商业及产业项目 20.7 国际商务区南片单元  

9 国际生态社区中心商业设施 15.2 国际生态社区单元  

10 滨江休闲社区商业商务项目 8 滨江休闲社区单元  

11 东滩健康园区商业商务项目 14 东滩健康园区单元  

小计  69.1   

共计  164.5   

 

 

 

 

 

近期住宅供应及经营性出让地块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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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近期建设用地减量 

NEAR-TERM CONSTRUCTION LAND REDUCTION 

1.减量化总目标 

近期减量化以宅基地和工矿仓储用地为主，总面积107.3公顷，其中宅基地

100.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7公顷，其他建设用地3.2公顷（主要为商服、公共设

施及公共建筑用地），减量化的企业包括多为集体或无证企业，年收入较低。近

期减量化方案应在2020年以前实现。 

 

 

 

 

 

 

近期减量化方案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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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村镇减量化目标 

近期减量化任务应落实到各村，以村为单位落实减量化规模图斑位置。 

         

               近期减量化分村统计表(公顷) 

 

 

 

 

 

 

 

 

 

 

 

 

3.用地保障 

 近期新增建设用地 

近期新增建设用地主要位于城市开发边界内，主要为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

地、商业商务用地。 

             近期新增建设用地构成表 

用地类型 面积(公顷） 

公共绿地 13.3  

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0.9 

教育科研用地 19.6  

居住生活组团 15.3  

商业商务区 9.1  

社区其他服务设施 1.7  

体育用地 6.5  

医疗卫生用地 3.0  

总计 69.3  

村名 总计 工业用地 宅基地 其他 

朝阳村 31.4 2.3 29.1 0.1 

德云村 10.8 0.1 10.7 0.0 

东海村 7.8 0.0 7.8 0.0 

鸿田村 8.6 0.0 8.6 0.0 

铁塔村 3.2 0.0 3.2 0.0 

奚渔村 0.0 0.0 0.0 0.0 

先锋村 13.5 0.0 13.0 0.5 

新桥村 26.9 0.4 23.9 2.6 

瀛东村 0.7 0.6 0.1 0.0 

瀛东垦区 0.0 0.0 0.0 0.0 

裕安村 2.7 0.0 2.7 0.0 

裕北村 1.6 0.4 1.2 0.0 

小计 107.3 3.7 100.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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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占补平衡 

近期减量化用地共107.3公顷，预计可以补充耕地不少于85.84公顷（补充耕

地来源为建设用地减量化复垦及农用地结构调整），近期减量化主要为农村宅基

地，近期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共37.2公顷。减量化面积超过近期新增建设用地

面积，其补充耕地面积不小于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近期能够实现新增建

设用地指标和耕地指标的双指标平衡。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面
积（公顷）

人均用地
面积（平
方米/人）

比重（%）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
面积（公

顷）

人均用地
面积（平
方米/人）

比重
（%）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面
积（公顷）

人均用地面
积（平方米

/人）

比重
（%）

481.52 – 481.52 213.61 12.24% 498.52 – 498.52 110.78 12.80% 755.90 – 755.90 58.15 16.54% 274.38
住宅组团用地 453.96 – 453.96 201.38 11.54% 469.26 – 469.26 104.28 12.05% 693.78 – 693.78 53.37 15.18% 239.82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23.49 – 23.49 10.42 0.60% 23.49 – 23.49 6.71 0.60% 46.07 – 46.07 5.12 1.01% 22.58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4.07 – 4.07 1.81 0.10% 5.77 – 5.77 1.65 0.15% 16.05 – 16.05 1.78 0.35% 11.98

358.11 – 358.11 158.86 9.10% 393.11 – 393.11 112.32 10.09% 887.77 – 887.77 98.64 19.42% 529.66

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 106.43 – 106.43 47.21 2.71% 135.53 – 135.53 38.72 3.48% 324.40 – 324.40 36.04 7.10% 217.97

旅游休闲设施用地 0 – 0.00 0.00 0.00% 0 – 0 0.00 0.00% 141.28 – 141.28 15.70 3.09% 141.28

教育研发设施用地 0 – 0.00 0.00 0.00% 0 – 0 0.00 0.00% 81.38 – 81.38 9.04 1.78% 81.38
商业办公设施用地 251.68 – 251.68 111.65 6.40% 257.58 – 257.58 73.59 6.61% 340.71 – 340.71 37.86 7.45% 89.03

141.34 – 141.34 62.70 3.59% 137.64 – 137.64 39.33 3.53% 0.0 – 0.00 0 0.00% -141.34

458.18 0 458.18 203.26 11.65% 459.08 – 459.08 131.17 11.78% 1040.25 44.82 1040.25 115.58 22.76% 582.07

19.01 0 19.01 8.43 0.48% 19.01 – 19.01 5.43 0.49% 53.01 15.96 53.01 5.89 1.16% 34.00

278.24 – 278.24 123.43 7.07% 291.54 – 291.54 83.30 7.48% 564.99 – 564.99 62.78 12.36% 286.75
4.44 – 4.44 1.97 0.11% 4.44 – 4.44 1.27 0.11% 60.93 – 60.93 6.77 1.33% 56.49

1095.61 – 1095.61 486.03 27.85% 670.31 – 670.31 191.52 7.74% 0.0 – 0.00 – – –
0 – 0.00 0.00 0.00% 425.00 – 425.00 121.43 10.91% 425.00 – 425.00 47.22 9.30% 425.00

2836.45 0 2836.45 1258.30 72.10% 2898.65 – 2898.65 828.19 74.40% 3787.84 60.78 3787.84 420.87 82.87% 951.39
1097.51 – 1097.51 257.92 27.90% 997.21 – 997.21 284.92 25.60% 293.08 – 293.08 - 6.41% -804.43

489.90 489.90
3933.96 0 3933.96 600.11 17.21% 3895.86 – 3895.86 1113.10 17.05% 4570.82 60.78 4570.82 457.08 20.00% 636.86
10265.49 – 10265.49 1576.88 44.92% 8665.00 – 8665.00 2475.71 37.91% 10000.00 – 10000.00 1000.00 43.76% -265.49
114.83 – 114.83 17.64 0.50% 114.83 – 114.83 32.81 0.50% 50.00 – 50.00 5.00 0.22% -64.83
1010.61 – 1010.61 155.24 4.42% 3656.61 – 3656.61 1044.75 16.00% 3900.00 – 3900.00 390.00 17.06% 2889.39
3416.35 – 3416.35 524.78 14.95% 2500.00 – 2500.00 714.29 10.94% 594.56 – 594.56 59.46 2.60% -2821.79
112.38 – 112.38 17.26 0.49% 52.38 – 52.38 14.97 0.23% 65.00 – 65.00 6.50 0.28% -47.38
2146.86 – 2146.86 329.78 9.39% 1670.38 – 1670.38 477.25 7.31% 1000.00 – 1000.00 100.00 4.38% -1146.86
17066.52 – 17066.52 2621.59 74.68% 16659.20 – 16659.20 2379.89 72.89% 15609.56 – 15609.56 1560.96 68.30% -1456.96
1272.93 – 1272.93 195.53 5.57% 2148.35 – 2148.35 306.91 9.40% 2572.46 – 2572.46 257.25 11.26% 1299.53
526.86 – 526.86 80.93 2.31% 126.86 – 126.86 18.12 0.56% 100.99 – 100.99 10.10 0.44% -425.87
53.56 – 53.56 8.23 0.23% 23.56 – 23.56 3.37 0.10% 0.00 – 0.00 0.00 0.00% -53.56

1853.35 – 1853.35 284.69 8.11% 2298.77 – 2298.77 328.40 10.06% 2673.45 – 2673.45 267.35 11.70% 820.10
22853.83 0 22853.83 3510.57 100% 22853.83 – 22853.83 3264.83 100% 22853.83 60.78 22793.05 2279.31 100% 0.00

规划年（2020年）

战略留白用地

基准年

规划期间用
地面积增减
（公顷）

其
中

公共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规划年（2035年）

小计

城乡用地分类

其
中

城镇
建设
用地

建
设
用
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小计

工业仓储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
特殊用地

在待建用地

未落地指标

坑塘水面
其他农业用地

小计

农
用
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养殖水面

总计

河湖水面
滩涂苇地

其他未利用地
小计

未
利
用
地

土地使用结构调整表(规划范围）

注:基准年用地数据为土地使用现状数据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面
积（公顷）

人均用地
面积（平
方米/人）

比重（%）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
面积（公

顷）

人均用地
面积（平
方米/人）

比重
（%）

用地面积
（公顷）

区域设施
用地面积
（公顷）

可比用地面
积（公顷）

人均用地面
积（平方米

/人）

比重
（%）

478.53 – 478.53 212.28 14.09% 565.06 – 565.0628 131.41 16.89% 722.26 – 722.26 57.78 20.92% 243.73
住宅组团用地 453.96 – 453.96 201.38 13.37% 536.41 – 536.41 124.75 16.03% 661.51 – 661.51 52.92 19.16% 207.55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23.49 – 23.49 10.42 0.69% 24.21 – 24.2128 6.92 0.72% 45.40 – 45.40 5.16 1.31% 21.91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1.08 – 1.08 0.48 0.03% 4.44 – 4.44 1.27 0.13% 15.35 – 15.35 1.74 0.44% 14.27

345.18 – 345.18 153.13 10.16% 438.99 – 438.99 125.43 13.12% 670.87 – 670.87 76.24 19.43% 325.69

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 102.5 – 102.50 45.47 3.02% 141.26 – 141.26 40.36 4.22% 275.76 – 275.76 31.34 7.99% 173.26

旅游休闲设施用地 0 – 0.00 0.00 0.00% 0.00 – 0 0.00 0.00% 85.32 – 85.32 9.70 2.47% 85.32

教育研发设施用地 0 – 0.00 0.00 0.00% 13.93 – 13.93 3.98 0.42% 61.43 – 61.43 6.98 1.78% 61.43
商业办公设施用地 242.68 – 242.68 107.66 7.15% 283.8 – 283.8 81.09 8.48% 248.36 – 248.36 28.22 7.19% 5.68

127.06 – 127.06 56.37 3.74% 123.36 – 123.36 35.25 3.69% 0.0 – 0.00 0 0.00% -127.06

295.45 0 295.45 131.07 8.70% 296.79 – 296.79 84.80 8.87% 742.39 44.82 697.57 79.27 20.20% 446.94

15.35 0 15.35 6.81 0.45% 15.35 – 15.35 4.39 0.46% 31.11 – 31.11 3.54 0.90% 15.76

231.95 – 231.95 102.90 6.83% 262.02 – 262.02 74.86 7.83% 369.32 – 369.32 41.97 10.69% 137.37
4.29 – 4.29 1.90 0.13% 4.29 – 4.29 1.23 0.13% 3.29 – 3.29 0.37 0.10% -1.00

800.58 – 800.58 355.15 23.57% 310.00 – 310.00 88.57 9.26% 0.0 – 0.00 – – –
0 – 0.00 0.00 0.00% 332.93 – 332.93 95.12 9.95% 332.93 – 332.93 37.83 9.64% 332.93

2298.39 0 2298.39 1019.60 67.68% 2348.79 – 2348.79 671.08 70.20% 2872.17 44.82 2827.35 321.29 81.88% 573.78
1097.51 – 1097.51 257.92 32.32% 997.21 – 997.21 284.92 29.80% 293.08 – 293.08 - 8.49% -804.43

– – – – – – – – – – 332.80 – 332.80 – – –
3395.90 0 3395.90 522.45 100.00% 3346.00 – 3346.00 478.00 100.00% 3498.05 44.82 3453.23 352.37 36.36% 102.15
2927.95 – 2927.95 1298.89 30.83% 2977.85 – 2977.85 425.41 31.35% 2820.00 – 2820.00 287.76 29.69% -107.95
43.12 – 43.12 19.13 0.45% 43.12 – 43.12 6.16 0.45% 50.00 – 50.00 5.10 0.53% 6.88
447.30 – 447.30 198.43 4.71% 447.30 – 447.30 63.90 4.71% 1209.30 – 1209.30 123.40 12.73% 762.00
1439.16 – 1439.16 638.43 15.15% 1439.16 – 1439.16 205.59 15.15% 475.00 – 475.00 48.47 5.00% -964.16
65.07 – 65.07 28.86 0.69% 65.07 – 65.07 9.30 0.69% 70.00 – 70.00 7.14 0.74% 4.93
598.75 – 598.75 265.62 6.30% 598.75 – 598.75 85.54 6.30% 450.00 – 450.00 45.92 4.74% -148.75
5521.34 – 5521.34 2449.36 58.14% 5571.24 – 5571.24 795.89 58.66% 5074.30 – 5074.30 517.79 53.43% -447.04
386.23 – 386.23 171.34 4.07% 386.23 – 386.23 55.18 4.07% 875.00 – 875.00 89.29 9.21% 488.77
49.48 – 49.48 21.95 0.52% 49.48 – 49.48 7.07 0.52% 50.00 – 50.00 5.10 0.53% 0.52
144.40 – 144.40 64.06 1.52% 144.40 – 144.40 20.63 1.52% 0.00 – 0.00 0.00 0.00% -144.40
580.11 – 580.11 257.35 6.11% 580.11 – 580.11 82.87 6.11% 925.00 – 925.00 94.39 9.74% 344.89
9497.35 0 9497.35 4213.18 100.00% 9497.35 – 9497.35 1356.76 100% 9497.35 44.82 9452.53 964.54 100% 0.00

规划年（2020年）

战略留白用地

基准年

规划期间用
地面积增减
（公顷）

其
中

公共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

规划年（2035年）

小计

城乡用地分类

其
中城镇

建设
用地

建
设
用
地

农村居民点用地

小计

工业仓储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绿地
特殊用地

在待建用地

未落地指标

坑塘水面
其他农业用地

小计

农
用
地

耕地
园地
林地

养殖水面

总计

河湖水面
滩涂苇地

其他未利用地
小计

未
利
用
地

土地使用结构调整表(陈家镇镇域）

注:基准年用地数据为土地使用现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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