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 年）（2017 年修订） 

公布文件 

  

 第一章  总则 

1、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突

出田园水乡的生态优势和城乡统筹特色，协调城乡空间布

局。重视嘉兴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强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彰显嘉兴在长三角地区人文、生态、宜居、宜业、宜游的城

市特色，实现嘉兴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2、规划范围和空间层次 

嘉兴市域：指嘉兴市所辖五县（市）两区的行政区域，

包括嘉善县、平湖市、海盐县、海宁市、桐乡市、南湖区、

秀洲区，面积为 4223.46平方公里。 

城市规划区：包括南湖区、秀洲区两区全部所辖行政区

域，面积为 986.70 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包括南湖区的建设街道、南湖街道、新兴街

道、新嘉街道、解放街道、东栅街道、长水街道、城南街道

（部分）、七星街道、余新镇（部分）、大桥镇（部分）。秀

洲区的嘉北街道、塘汇街道、新城街道、高照街道、王店镇

（部分）、王江泾镇（部分），面积为 257.29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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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发展战略 

1、城市发展目标 

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统一全市城市发展目标与各类

规划指标。 

以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为总目标，紧紧抓住国家推进

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上海自贸试验区等重大战

略机遇，深度融入长三角城市分工体系，加快建设浙江省全

面接轨上海示范区、长三角高科技成果转化重要基地和江南

水乡典范城市。 

2、发展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趋势，对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战略，以众多中小企业为创新创业主体，全面构建创新环境，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把发展

新兴产业作为第一方略，以产业的制高点来培育和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点，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与沪杭同城战略：抓住上海大都市区及杭州都市区建设

等机遇，以基础设施对接互联、产业融合互动发展、区域要

素自由流通、基本公共服务互通共享、生态环境共治共保为

导向，主动融入沪杭，争取规划共编、机制共建、改革共推，

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关联发展，切实提高对内对

外开放水平。 

区域统筹发展战略：以市县域统筹、城乡统筹和陆海统

筹为导向，按照县域经济转向都市区经济发展模式，促进市



 

 

域资源要素优化配臵，城乡资源、陆海资源的高效流动，各

主体利益和谐统一，形成市县联动、以城带乡、陆海互济的

良好格局。 

美丽新江南战略：按照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的建设要

求，合理布局城镇、生态、农业空间，重点推进水、大气、

土壤环境治理和绿化美化建设，积极构建结构合理的生态经

济体系、舒适优美的生态环境体系、文明健康的生态文化体

系、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和稳定可靠的生态安全体

系。 

3、城市性质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旅游城市。 

4、城市职能 

科技创新：促进产学研结合，营造适合企业成长的创新

创业环境，成为浙江省重要的科技创新城市。 

商贸物流：建设空、铁、海河多式联运体系，构建便捷

的交通枢纽，建设长三角商贸物流基地。 

先进制造：积极融入区域产业体系，构建与上海大都市

圈功能互补的产业功能，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 

休闲旅游：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城市品质，突出江

南水乡特色，成为长三角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5、人口规模   

规划 202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规模 130万人。 

6、用地规模    

规划 2020 年中心城区建设用地面积为 162.35 平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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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54.27 平方公里，人均建设

用地面积 118平方米。 

第三章  市域统筹规划 

第一节  区域协调 

1、嘉兴-上海协调发展 

产业协调：在产业分工上实现与上海错位发展，逐步形

成垂直分工为主、兼有水平分工的产业配套格局；完善产业

导向，重点围绕上海六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方向，促进产业链

优化，开发新的产业领域；加强产业协作，提高产业配套水

平，形成区域性行业聚集优势。 

城镇发展协调：强化沪嘉边界地区以及重要交通枢纽的

空间开发，构建嘉兴市域融沪发展的核心集群区。 

基础设施协调：规划嘉兴机场作为长三角机场群的重要

组成部分。规划沪乍杭铁路、沪杭城际铁路、沪乍嘉湖城际

铁路。预留城际轨道“嘉兴-嘉善-枫泾-松江枢纽”线、“上

海南站-金山-平湖-海盐”线。 

2、嘉兴-杭州协调发展 

产业协调：加强桐乡临杭经济区与钱江经济开发区、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协作，加强海宁连杭经济区与下沙

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江东新城的产业协作。 

城镇发展协调：强化海宁、桐乡临杭边界地区以及嘉杭

重要交通轴沿线地区空间开发，积极融入杭州都市区整体发

展，构建嘉兴与杭州都市区联动发展核心区。 

基础设施协调：加强与杭州的交通联系，规划沪乍杭铁



 

 

路、沪杭城际铁路、杭州-海宁城际铁路、杭州-桐乡-嘉兴

城际铁路。 

文化旅游协调：在嘉兴临杭地区与杭州东部地区组织

“乌镇-盐官（海宁潮）-超山-丁山湖-塘栖古镇-京杭大运

河”旅游环线，打造区域旅游品牌。 

3、嘉兴-苏州协调发展 

环境保护协调：加强嘉兴北部湿地的生态保护，促进与

苏州的区域协调，控制湿地区周边城镇用地规模，提高产业

准入门槛。保护嘉善太浦河-长白荡饮用水源地水质。 

基础设施协调：强化 524国道嘉兴段与 227 省道苏州段

衔接。规划通苏嘉城际铁路，线形利用通嘉甬高速廊道向南，

并入沪杭高铁廊道进入嘉兴南站。 

文化旅游协调：结合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资源，打造区

域古镇旅游品牌。 

第二节  市域空间统筹 

1、总体空间布局 

全市划分 3类空间：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 

生态空间：保障生态安全，主要承担生态服务和生态系

统维护功能的地域。面积 799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

18.9%。对该空间要逐步转移超载人口，禁止有城镇功能的

用地开发以及一切有损生态的工程和建设项目，控制生态空

间的平均人口容量。加强生态空间保护修护，禁止新建、改

扩建二三类工业，最大限度保护自然环境。《嘉兴市生态功

能区规划》相关内容必须与生态空间的划定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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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空间：保障粮食安全，主要承担农产品生产和农村

生活功能的地域。面积 2310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 54.7%。

对该空间应进一步优化村镇布局，引导农村人口集中居住，

通过农村居民点整合迁并，减少农村居民建房，通过推动城

镇化减少农业空间人口。强化农地保护，促进农业规模化、

专业化，适当发展城郊农业、都市农业、特色农业。《嘉兴

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关内容必须与农业空间的划定保持

一致。 

城镇空间：包括市域内主要城镇发展地区，面积 1114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 26.4%。加强城市人工生态与自然

生态的协调发展，合理配臵公共绿地，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各县（市）域总体规划相关内容必须与城镇空间的划定

保持一致。 

2、空间管制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730.0 平方公里，

其中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总面积约 894.6 平方公里，严格按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进行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依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条例》，确保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管控。 

历史文化街区：依据《嘉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确保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严格进行保护。 

风景名胜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

保护 1处风景名胜区：南北湖省级风景名胜区。 

生态敏感区：主要包括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山林生态敏



 

 

感区；以及海宁长水塘湿地、嘉兴湘家荡湿地、嘉兴北部（王

江泾、油车港）湿地、嘉善北部湿地、平湖湿地保护区 5

处。依据《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保护。 

水源地保护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保护新塍塘石臼漾、

南郊河贯泾港（南郊湿地）、长水塘、长山河、盐官下河、

鹃湖、运河果园桥水厂、白漾荡、广陈塘、千亩荡、盐嘉塘、

太浦河--长白荡等 12 处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 

大运河遗产保护带：按照《大运河（嘉兴段）遗产保护

规划》，确定大运河的保护空间为大运河遗产保护带，分为

运河水利工程遗产、运河聚落、其他运河物质文化遗产、运

河生态与景观环境、大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5 类。 

交通及市政工程走廊：控制市域 500 千伏及以上电力走

廊、天然气长输管线、灌溉干渠控制走廊、域外引水工程管

线、高铁-城际轨道交通防护绿带、高速公路交通防护绿带。 

第三节  城乡发展统筹 

1、市域总人口和城镇化水平   

到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为 62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为 460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 74%。 

2、市域城镇体系 

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形成“一主六副，三带三区”的市

域城镇空间结构。 

一主：嘉兴中心城区。发展科技创新、旅游休闲、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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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先进制造等区域性中心职能。 

六副：嘉善县城、平湖市区、海盐县城、海宁市区、桐

乡市区、滨海新区。 

三带：三条市域城镇发展带。即北部生态湿地发展带、

中部核心集聚带、南部滨江滨海保护开发带。 

三区：三个市域城镇功能区。即融沪集聚区、联杭联动

区、滨江滨海提升区。 

市域城镇结构：规划形成“市域中心城市-市域副中心

城市-中心镇-一般镇”四级城镇等级结构体系，包括：1座

市域中心城市（嘉兴中心城区）、6 座市域副中心城市、16

座中心镇、18 座一般镇。市域城镇规模分为四级，1 座 100

万人以上一级城镇（嘉兴中心城区），6 座 20-100万人二级

城镇，16座 7-20 万人三级城镇，18 座 1-7万人四级城镇。 

市域城镇职能分为四类，包括：7 座综合型城镇，18

座工贸型城镇，9 座旅游型城镇、4 座商贸型城镇、3 座农

贸型城镇。 

3、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市域中心城市-市域副中心城市-中心镇-一般镇-

城乡一体新社区-乡村社区 6 个层次，分别按教育、医疗卫

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行政管理、商贸金融邮政等设

施类型进行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臵，构建覆盖全市域的社会

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合理确定镇、城乡一体新社区的公共服

务设施配臵标准。 

第四节  市域综合交通  



 

 

1、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进一步巩固嘉兴长三角区域交通枢纽地位，增强与长三

角区域城市的交通联系，保障重大基础设施融沪联杭，建立

以公路为主、水铁并重、远景航空为补充的区域一体化综合

交通运输系统。 

2、区域客货运枢纽 

客运枢纽包括铁路客运枢纽、公路客运枢纽、机场客运

枢纽三类。货运枢纽包括 6 个综合性物流园区、12 个物流

中心、多个配送中心和货运站构成的货运枢纽体系。 

3、公路 

规划形成“三横三纵三连”的高速公路骨架网络，“两

横两纵”国道干线公路格局，“两横五纵”省道网络。其他

干线公路包括嘉兴至桐乡公路、乍浦至新埭公路、海盐至洲

泉公路、东湖快速路延伸线等市域重要干线公路。 

4、铁路 

规划形成“1+2+3”的铁路网络结构，“1”为 1 条高速

铁路，即沪杭高铁；“2”为 2条普通铁路，即沪杭铁路、沪

乍杭铁路，沪乍杭铁路预留上海—乍浦—嘉兴中心城区—海

宁—杭州以及上海—乍浦—海盐—海宁—杭州线位；“3”为

3 条城际铁路，即预留通苏嘉城际铁路（沪嘉甬城际铁路）、

沪杭城际铁路、沪乍嘉湖城际铁路线路。 

5、市域轨道 

规划 4条市域轨道，分别为桐乡至临平（衔接杭州轨道

交通 3号线），海宁至临平（衔接杭州轨道交通 9号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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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建议建设嘉兴至松江（衔接上海松江枢纽），乍浦至金山

（衔接上海轨道交通 22号线）都市区轨道。 

6、民用航空 

嘉兴机场由军用机场转为军民合用机场，规划定位为客

货兼顾，作为上海航空枢纽的配套功能机场，是长三角机场

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机场飞行区等级为 4D 级，兼顾 E 类飞

机。规划进行机场跑道转向，并预留新增跑道空间。 

7、港口和内河航运 

规划着重加强沿海三大港区建设，形成“一港六区多重

点作业区”的内河港口体系和“三横五纵一联网”的内河航

道网络。 

第五节  市域历史文化保护 

1、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目标 

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资源，完善保护体系，

建立整体保护框架，在保护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历史文化

遗产按市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地段）、文

物古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工业遗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五个层面进行保护。 

市域层面：保护 “两环六放射”水网格局、整体“江

南水乡特色”的自然环境、风景名胜区和古树名木；保护大

运河（嘉兴段）文化遗产、老沪杭铁路-苏嘉铁路（嘉兴段）

线路文化遗产、明清鱼鳞海塘（嘉兴段）等线性文化遗产；

保护反映红色文化、运河文化、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等特色

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保护市域历史城市、古镇、古村。 



 

 

历史城区层面：保护嘉兴历史城区的整体格局和城址环

境；保护历史街巷格局、水系格局；保护重要的视廊；对历

史城区的建筑高度、城市风貌进行控制和引导。 

历史文化街区层面：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的

整体历史环境风貌，对建筑提出分类保护与整治要求；保护

街区的生活功能。保护历史地段的历史环境要素和街巷空间

格局特征，采取分类保护和建设管理。 

文物古迹层面：保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历史

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历史环境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保护列入国家、省、市级名录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加强名录体系建设。

明确相关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健全保护工作体系。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和展示中心，完善管理平台。 

第四章  城市规划区规划 

第一节  空间布局和空间管制 

1、总体空间布局 

划定生态空间 36.3 平方公里。划定农业空间 685.4 平

方公里，划定城镇空间与开发边界范围 265 平方公里。其中： 

中心城区：划定中心城区城市开发边界范围 187平方公

里。 

中环以内为城市中心区，为城市商务、行政、文化、休

闲设施的集中区域；东部以国际商务区、科技城为主导；西

部以秀洲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西部先进

制造业功能区、现代物流园为主导，发展都市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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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塍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10.5 平方公里。严

格保护老镇区风貌和格局，以发展文化旅游、轻工业为主。 

洪合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7.3平方公里。以空

港物流为依托，完善公共服务配套，以发展毛纺针织业为主。 

王店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7.5平方公里。以市

场物流为依托，主要发展小家电和保温材料制造。 

余新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4.7平方公里。以发

展轻工业为主。 

凤桥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9.1平方公里。以发

展轻工业为主。 

新丰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7.0平方公里。以发

展新材料、电子通讯为主。 

大桥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11.7 平方公里。以

发展电子通讯、生物医药为主。 

油车港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6.8 平方公里。着

重保护北部湿地，以发展生态旅游、电子机械和新能源产业

为主。 

王江泾镇：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范围约 13.0 平方公里。

强化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升级织造业，发展商贸休闲旅游、

健康养生、商贸职能。 

2、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心五区三楔八廊”的空间结构。 

一心：包含中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国际商务区、姚家

荡等区域，构建以商业、文化、行政、现代服务、居住等功



 

 

能为主的综合服务中心； 

五区：先进制造片区、空港物流片区、高铁宜居片区、

科技创新片区、旅游休闲片区； 

三楔：即保护原有东片、南片和西北片楔形绿地并优化

提升，并按照中心城区规划布局及城市开发边界扩展外围楔

形绿地； 

八廊：即通过苏州塘、长纤塘、嘉善塘、平湖塘、海盐

塘、长水塘、杭州塘、新塍塘八条主要水系优化蓝绿廊道。 

3、空间管制   

禁建区包括：河湖湿地、森林公园内的珍贵景物、重要

景点、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区、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自

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永久基本农

田、永久基本农田示范区，地质遗迹一级保护区、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水工程保护范围、地质灾害危险区、工程建

设不适宜区、大于 25％的陡坡地，行洪通道、防洪工程设

施保护范围、高压输电线路走廊、天然气输送管线及其防护

区。 

禁建区范围内应禁止城镇建设行为，现有违法建设应限

时拆除。 

限建区包括：水滨保护地带（滨河带、库滨带）、风景

名胜区内除核心景区以外的地区、森林公园其它地区、林地

（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殊用途林）以

外地区、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一般农田、城镇绿化隔离地

区、矿产资源密集地区（包括鼓励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和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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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开采区）、文保单位控制地带、历史文化保护区、地质遗

迹二、三级保护区、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饮

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工程建设适应性差区、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护生态功能区、地

震断裂带、重要蓄滞洪区、一般蓄滞洪区、蓄滞洪区保留区、

洪泛区。 

限建区范围内应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前提，制

定相应的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建设规模和开发强度。 

适建区，指除禁建区和限建区以外的区域。 

适建区内城市建设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进行开发，优先

满足基础设施用地和社会公益性设施用地需求。 

第二节  综合交通  

1、城市规划区综合交通规划目标 

完善场站设施，确立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完善快速交

通网，构筑中心城区与城市规划区内各组团及组团之间的快

速联系通道，并融入区域交通网。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目标，

按城市道路标准建设城市规划区主要道路及交通设施。扩大

公交覆盖面，提高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和便

利性，方便居民的出行。通过道路交通网络组织，构筑城市

合理的发展形态，推动城市用地开发及优化城市布局结构。 

2、城市绕城高速 

利用乍嘉苏高速，沪杭高速，通嘉甬高速，申嘉湖（杭）

高速，形成中心城区绕城高速环路，分流快速过境交通流，

降低过境交通对中心城区的冲击。 



 

 

3、城市规划区路网结构 

规划“环形+放射”的路网结构，包括快速环路和三环

路、放射向外联系的结构性干道。保障市域公路网与中心城

区骨架路网有效衔接。 

第五章  中心城区规划 

第一节  空间布局 

1、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 

发展方向：东南部依托高铁南站枢纽，以国际商务区、

科技城等为主要发展动力，向东南方向扩展。 

西部以秀洲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发展动力，依托

秀湖周边开发，沿中山西路、东升路为主要发展轴线，向西

延伸。 

西南部以空港、经济开发区西部先进制造业功能区、现

代物流园、姚家荡为主要发展动力，依托姚家荡周边形成重

要片区中心。 

北部是城市湿地保护区，将北郊河作为中心城区发展的

自然界限，适当控制城镇发展规模，严格控制污染企业的建

设。 

空间结构：以构建田园城市为总目标，建构“一主三副

两廊道、三片三楔五板块”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主：中环以内城市中心区，其内部以南湖、西南湖为

界，分商业金融核心和行政文化核心。 

三副：指南湖副中心、秀洲副中心、国际商务区副中心。 

两廊道：即东西向沿中山西路、中环南路的城市景观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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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和南北向沿苏州塘、海盐塘的生态景观廊道。 

三片三楔：即城市东南片、西南片和北片，以及楔入这

三大片区的三块楔形绿地。 

五板块：即科技创新板块、先进制造板块、空港物流板

块、高铁宜居板块、休闲旅游板块。 

2、功能布局 

城市中心区：中环以内。城市商务、行政、文化、休闲

设施的集中区域。环城河以内是商业金融核心，主要功能为

商务、金融、休闲等；南湖以南是行政文化核心，主要功能

为行政、文化、居住、休闲等。南湖与西南湖构成城市的绿

心。 

东南片：以南湖新区与国际商务区为重点，主要布局公

共服务、商业商务和居住用地。其中，沿国际商务区核心区

布局商业商务功能，形成国际商务区副中心，中环南路东延

伸段两侧集中区级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南湖副中心。三环路

以东依托科技城，形成科技创新平台，海盐塘沿岸作为城市

的生态景观廊道，是城市绿心与南片楔形绿地之间的过渡和

延续。 

西南片：以西部秀洲新区与西南姚家荡为重点，主要布

局居住、教育科研、文化设施、商业商务等用地。其中秀洲

新区集中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形成秀洲副中心，琴湖周边布

臵创智园区，城南路延伸串联公共服务及商业商务，形成姚

家荡片区中心。 

北片：以居住、工业为主，居住主要位于禾兴北路两侧



 

 

及中环北路以南，中环路以外集中布臵嘉兴经济开发区的工

业用地，长纤塘与沪杭铁路之间利用铁水中转港建设物流基

地。穆湖溪一带及苏州塘通过环城河与海盐塘构成贯穿中心

城区南北的生态景观廊道。 

科技创新板块：三环东路以东，老 07 省道以南，沪杭

高铁以北，以科技城为重点，主要由科技研发，中试区，城

市配套，产业区等功能区构成。通过创新孵化，促进嘉兴工

业园转型升级。 

先进制造板块：三环西路以西、杭州塘两侧，以先进制

造、综合服务为主。由嘉兴秀洲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济开发区西部先进制造业功能区、秀湖新区综合服务及配

套生活服务区构成。 

空港物流板块：三环西路以西、沪杭高铁以北，以市场

物流、临空制造功能为主，由综合物流园、现代物流园、临

空现代服务中心与临空产业园构成。 

高铁宜居板块：沪杭铁路以南，以高端居住、商务服务

功能为主，由高铁南广场服务区和生活配套区构成。 

休闲旅游板块：外环河以东，结合湘家荡景区（湘家荡

省级旅游度假区）生态环境优势，联动北部国家湿地公园，

打造以会议会展、休闲旅游、商业商务为特色功能的板块，

主要由湘家荡景区、生活配套区构成。  

第二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1、总体框架 

中心城区建立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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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三个层次的保护

框架。 

2、历史城区 

历史城区范围：以环城河为中心，向北延伸至文生修道

院北侧，包括月河、芦席汇历史文化街区和落帆亭，向南延

伸至南溪路-沪杭铁路-长盐塘，包含梅湾历史文化街区、南

湖和西南湖水域，面积约 5.39 平方公里。其中环城河以内

面积 2.54平方公里。 

3、历史文化街区 

月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北至坛里路，东至建国北

路，南至京杭运河南岸线以南 20米，西至禾兴北路以西 20

米，总面积 13.88 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北至月河客栈南

侧河道，东至建国北路，南至京杭运河，西至禾兴北路，面

积 5.5公顷。 

梅湾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北至范蠡湖和沈钧儒故居

北侧，东至京杭运河中心线，南至京杭运河南侧岸线，西至

城南路中心线，总面积 24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面积 3.2

公顷，分为东西两片。西侧核心保护范围北至梅湾街北侧新

建道路（汇宾街），东至观音桥路，南至京杭运河，西至城

南路；东侧核心保护范围北至汪胡桢故居北围墙外，东至京

杭运河，南至京杭运河，西至南湖大桥。 

芦席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北至东升东路，东至长

水塘，南至环城北路，西至建国北路及嘉禾北京城，总面积

28.95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北至闸前街，东至闸前街河



 

 

东岸、分水墩东侧水道东岸并沿解放路向东至解放桥，南至

环城河南岸，西至京杭运河西岸，面积 6.9公顷。 

4、历史地段 

规划 2处历史地段，分别为子城历史地段和东门历史地

段。子城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中和街以北 35 米（瓶山

建设控制地带北缘），东至建国中路，南至斜西街，西至天

主教堂建设控制地带和高家洋房保护范围西侧界限，面积

23.07公顷。东门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北至府东街及文华园

宾馆南，东至环城河岸线，南至大年堂前街及秀城区教育文

化体育局北边界，西至秀洲南路，面积 2.89 公顷。 

历史地段保护范围内应根据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环境

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同而采取分类保护和建设管理。严格保护

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保护历史环境要素和街巷空间格局特

征，更新利用应当延续传统风貌，与文物和历史建筑的历史

环境协调统一。 

5、文物保护单位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护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条件开放的文保单位要做好开放利用

工作，根据文物的内涵，建设各种类型的博物馆、纪念馆、

陈列馆。 

6、历史建筑 

对历史建筑进行全面普查，将现状保存较好、有代表性

的历史建筑纳入保护范围之内，已公布的中和街 47 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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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老邮电大楼等 69 处建筑为嘉兴规划区范围内的第一批历

史建筑。另外新增规划区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为历史建筑，

包括历史地段中的传统民居建筑、建国初期公共建筑、工业

厂房或附属建筑等历史建筑总计 8 处、45 幢建筑。 

第三节  城市交通 

1、城市交通发展目标 

构建与城市用地布局相协调，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方

式顺畅衔接、现代化、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规划 2020 年嘉兴中心城区居民公

交出行比例达 20%左右；合理调控小汽车的发展与使用。 

建成功能完善、等级匹配，畅通、高效、安全的道路网

络系统；到 2020 年，中心城区快速路骨架初步形成；道路

网密度不低于 8公里/平方公里，干路网密度达到 3.5-4公

里/平方公里。 

2、轨道交通 

中心城区规划 2 条轨道交通线路，全长 38.5 公里。1

号线连接国际商务区副中心、市中心和秀洲副中心，全长约

19 公里；4号线连接空港、西南片区中心、南湖副中心、湘

家荡，全长约 19.5 公里。 

3、公共交通 

规划 4 条 BRT线路,设枢纽站 16处，进一步优化管理调

度措施，提高出租车里程利用率，适当增加出租汽车运量，

合理控制总量。 



 

 

4、城市道路 

规划 2020 年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1955.11公顷，占城市

建设用地的 12.67%，人均道路交通设施用地 15.04 平方米。

规划延续“环+放射线”的路网结构，构建“一环七放射”

快速路系统，规划形成“两横两纵两环三射”的交通性主干

路系统。 

5、静态交通 

规划 2020 年中心城区停车泊位达到 26-28.5万个。结

合嘉兴市公共交通规划，规划 5个 P+R换乘停车场。各停车

场规模建议在 350-500个泊位范围，条件允许情况下应留足

备用地。 

6、慢行交通 

重点打造“一核两环八射”慢行骨架网络。“一核”即

老城区，面积约为 2.5 平方公里；“两环”即围绕环城河绿

带打造滨水观光慢行环，以昌盛路、由拳路、双溪路、鸣羊

路非机动车道为基础打造都市风情慢行环；“八射”即沿八

条向外放射的主干水系建设慢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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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图 
 

 

图 02：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图 03：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图 
 

 

图 04：市域空间管制要素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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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5：城市规划区空间结构图 
 

 

图 06：城市规划区建设用地引导图 

 

 



 

 

图 07：城市规划区综合交通规划图 

 

 

图 08：中心城区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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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9：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 

 

 

图 10：中心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图 11：中心城区道路系统规划图 
 

 

图 12：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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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图 
 

 

图 14：市区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