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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湘江新区深化改革

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明确布局建设湘阴、湘

潭九华新片区，共享新区政策。

——2021年1月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主持召开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

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取得

新的重大突破”。

——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明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

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将长株潭都

市圈建设正式上升到国家战略。

在全面融入湘江新区、长株潭都市圈以及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契

机下，将谱写出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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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规划作用 

本规划是指导九华新片区长远发展和总体空间安排的依据。通过整体研究新

片区国土空间格局，强化综合交通、公共服务、市政基础等配套要素支撑，有序

引导新片区近期开发建设，确保未来新片区国土空间格局科学合理、具有弹性，

能够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变化。同时，向上反馈至长株潭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

湘江新区融城拓展区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湘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保与上位规

划衔接一致。 

2、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湘潭经开区所辖范围，包括 2 个街道 1 个乡，即和平街道、

九华街道、响水乡，总面积 137.55km2。 

 

图 1-1：规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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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基期年为 2019 年，规划目标年为 2035 年。近期

到 2025 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二、定位与目标 

1、总体定位 

围绕全省“三个高地”战略部署，发挥九华长株潭融城的几何中心区位优势，

充分利用加快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以及九华全面融入湘江新区发展的有利契

机，将九华新片区总体定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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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愿景 

依托“一极两区”的总体定位，以打造智能制造新区、融城融产新区、创新

创业新区、宜居宜商新区为目标，建设更加生态健康、集约高效、开放创新、品

质宜居的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 

 

3、发展规模 

至 2035 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XXXX 万人以内，城镇人口规模控制在

XXXX 万人以内；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XXXX 平方公里，城镇建设用地规

模控制在 XXXX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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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土空间格局 

1、三线管控 

生态保护红线：严格落实《湘潭市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方案》划定的生态

保护红线，域内生态保护红线 351.19 公顷，主要为位于湘江水域内的饮用水源

一级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落实《湘潭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

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域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共 554.83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根据建设用地规模、发展趋势和建设适宜性评价，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 XXXX 公顷，包括集中建设区 XXXX 公顷，弹性发展区 XXXX 公顷，

特殊用途区 XXXX 公顷。 

 

图 3-1：三线管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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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土空间格局 

立足现有园区产业发展和城乡发展格局，构建“东城西产、一带三轴、双核

多区”的国土空间格局。 

 

图 3-2：国土空间格局示意图 

3、生态保护空间 

强调以山脉水系为骨架，森林绿地为主体，农田、湿地为支撑，生态公益林、

溪渠为纽带，构建“两带”的生态格局。分别为南北走向的湘江生态带和东西走

向的生态屏障带。 

4、农业生产空间 

因地制宜将域内农业生产空间划分为西北、西南两个乡村振兴引领区，种植

绿色生态蔬菜，发展近郊休闲农业。 

5、城镇发展空间 

本次开发边界内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XXXX 平方公里，占总规划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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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 XX%。 

 

图 3-3：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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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用地保护和土地整治 

1、严格保护耕地 

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2020-2035 年域内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控

制在 1238.10 公顷以内。严格执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2035 年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030.80 公顷。 

2、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优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建设。2035 年域内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 554.83 公顷。 

3、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农用地整治：大力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期间耕地提质

改造面积不低于 460.69 公顷。 

建设用地整理：按照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的要求，统筹农房建设、产业发

展、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基础设施、生态保护等各项建设用地，规划重点对长

株潭绿心九华片区范围内 44.84 公顷居民点进行整理。 

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对塘高村、桂花村进行裸露山体矿坑修复；对红砂村、

桂花村进行山体滑坡修复；对塘高村、桂花村、红砂村进行山塘和渠道清淤泥、

水系修复与治理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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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空间布局 

“三轴两组团”的产业空间布局 

“三轴”：沿响水大道的产业智造轴、沿潭州大道的生产服务休闲轴和沿白

石路的综合联动发展轴。 

“两组团”：大智造组团及大服务组团。其中，大智造组团位于长潭西高速

以西的区域，主要布局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智慧医疗产业、汽车及其

零部件智造、现代保税物流区等智造产业；大服务组团位于长潭西高速以东的区

域，主要布局康养文教、文创旅游、现代商贸、科研孵化、生活及其他服务、信

息及大数据服务、科教服务等服务产业。 

 

图 5-1：产业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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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综合交通规划 

1、构建长潭融城交通体系 

（1）六纵南北向联系干道 

形成沿江路-潇湘大道、潭州大道、银盖路-含浦大道、长潭西高速、响水大

道-望雷大道、伏林大道-黄桥大道六条南北向联系干道。 

（2）七横东西向过江通道 

形成白云路大桥、伊莱克斯隧道、兴马洲隧道、九华湾隧道、昭华大桥、学

府路隧道、莲花大桥（现状）隧道 7 条过江通道。 

（3）便捷轨道交通 

预留渝长厦联络线通道；预留潭锰铁路北延与石长铁路相接，形成京广货运

外移线通道。 

规划长潭西城际铁路北连长沙地铁 3 号线；规划长沙西-湘潭北-株洲西城际

铁路（岳衡城际）。 

规划两条地铁线，一条由湘潭北站出沿九昭东路向西连接暮云城铁站，一条

由湘潭北站向南连接湘潭火车站。 

2、内部互联互通交通体系 

（1）“两横三纵”快速路体系 

两横：白石东路、北二环； 

三纵：潭州大道、长潭西高速、伏林大道-黄桥大道。 

（2）“一带六横六纵”的主干路网系统 

一带：指沿江路，为滨江景观游览道路； 

六横：白云路、船形山路、金盆路、九昭路、吉利路、学府路； 

六纵：鹤岭大道、响水大道、保税大道、江南大道、莲城大道（向北连接长

潭西高速）、湘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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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综合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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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保障 

1、公共服务设施 

（1）配套市区级设施，促进长潭融城 

有针对性地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的布局力度，进一步推进高等级、高品质

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提高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率，加强九华片区公共服务

能级和区域影响力。规划长株潭超级总部、长株潭国际会议中心、湘雅六医院布

局于九华，承接区域总部经济职能，同时重点推进三馆一中心（全民健身中心、

规划展示馆、文化艺术馆、图书馆）、湘潭市中心医院九华院区、九华人民医院

等市区级项目的建设。 

（2）构建“15分钟生活圈”，差异引导社区公共服务配套 

按照 1KM 半径共划定 14 个 15 分钟生活圈，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不同人群

的需求，构建覆盖全年龄段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中小

学、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体育中心、社区卫生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工人文化中心、养老设施等社区性公服设施的建设。 

2、基础设施 

给水工程规划：至 2035 年九华水厂扩容至 30 万立方米/天的供水规模。湘

潭一水厂继续为九华南区片区进行供水。 

排水工程规划：现状九华污水处理厂扩容至 10 万立方米/天，处理吉利路以

北、江南大道以东的污水。吉利路以南、江南大道以西的污水进入湘潭河西污水

处理厂。 

电力工程规划：规划新建 2 座 220kV 变电站，分别为城北变和滨江变；规

划新建 10 座 110kV 变电站，为学府变、石潭变、石连变、科大变、桃李变、上

塘山变、银盖变、公塘变、利伟变和桐塘变。 

燃气工程规划：规划对现状九华门站进行扩建， 规划新建高压外环的九华

大道阀室，占地面积约为 1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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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美丽乡村 

将域内各村庄按照城郊融合类、集聚提升类、搬迁撤并类与其他类等四种基

本类型进行明确分类。15 个行政村中，城郊融合类 6 个，集聚提升类 3 个，其

他类 3 个，搬迁撤并类 3 个。 

表 8-1：村庄分类一览表（单位：人、公顷） 

村名 类型 
村庄发展

类型 

现状

人口 

现状村庄建

设用地 

2035年

人口 

2035年村庄

建设用地 
产业引导 

桂花村 搬迁撤并 缩减型 2653 39.99 —— 
—— 生态农业、休

闲旅游 

红砂村 搬迁撤并 缩减型 2390 72.19 
—— —— 生态农业、休

闲旅游 

塘高村 搬迁撤并 缩减型 2043 40.93 
—— —— 生态农业、休

闲旅游 

毛家村 城郊融合 缩减型 2575 65.38 —— —— 种植业 

砂塘村 城郊融合 缩减型 2164 44.68 —— —— 种植业 

红星村 城郊融合 缩减型 2215 57.5 —— —— 种植业 

狮山村 城郊融合 增长型 2236 49.23 —— —— 种植业 

星沙村 城郊融合 缩减型 3221 37.4 —— —— 种植业 

黄龙村 集聚提升 增长型 1580 33.68 —— —— 特色种植 

响水村 集聚提升 增长型 1926 39.79 —— —— 种植业 

鹤岭村 集聚提升 增长型 2197 56.38 —— —— 特色种植 

桐塘村 其他类 缩减型 1522 36.93 —— —— 种植业 

朝龙村 其他类 缩减型 1509 26.58 —— —— 畜牧养殖 

郑家村 其他类 增长型 1676 41.94 —— —— 特色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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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景观风貌与特色 

1、蓝绿活力骨架 

规划构建“双环多廊”的蓝绿骨架，让蓝绿空间更有价值，更有活力。 

“双环”主要包括内部的活力绿环和外部的保育绿环。“多廊”主要由隆湖

文化生态公园、青竹湖休闲文化公园以及九华公园三大城市综合公园向外发散形

成多条景观廊道。 

 

图 9-1：蓝绿活力骨架示意图 

2、绿色开敞空间 

1、建设“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四类公园 

依托九华内部的山水生态条件，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城市公园体

系，打造“综合公园+专类公园+社区公园+游园”的公园体系，为市民提供足不

出城的高品质绿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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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公园主要包括兴隆湖文化生态公园、高铁公园、中央绿脊公园、小西湖

公园以及九华湖公园等。专类公园包括城市运动公园、湘江风光带公园等。社区

公园及游园则散布于城市生活区内。 

 

图 9-2：开敞空间规划图 

3、城市整体风貌 

1、营造“七星一环联山水”的风貌骨架 

结合九华片区内部的山水条件及公共空间，塑造“七星一环联山水”的风貌

骨架。 

“一环”主要指通过内部带状公园及水系等形成的环状开敞绿廊。“七星”

主要指共选取七个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开放空间作为核心节点，成为九华片区风

貌彰显的核心场所，包括兴隆湖、高铁创智中心、湘江湾、青竹湖、九华湖、小

西湖以及索菲特公园。 



湘江新区九华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征求意见稿 

15 
 

 

图 9-3：风貌骨架示意图 

2、营造“玉带城山遥呼应”的视线通廊 

本次规划为加强九华片区与周边山水的联系，在九华内部构建了 6 条山水视

线通廊，主要包括：石牛峰—潭州大道—兴隆湖视线廊道、兴隆湖—高铁公园—

长潭西高速视线廊道、兴隆湖—湘江—昭山视线廊道、小西湖—湘江—大金山视

线廊道、兴隆湖—体育公园—湘江—虎凤山视线廊道、青竹湖—黄龙山视线通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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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视线通廊示意图 

3、形成“北林、东城、西谷”三大风貌片区 

坚持“绿色风、国际范、科技韵”，以山水环境为感知基调、公共空间为感

知场所、建筑风貌为感知焦点，形成“北林、东城、西谷”的差异特色化城市风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