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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引导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延

续、塑造城市风貌特色，优化城市环境品质，加强城市精细化管

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设计

指南》、《江苏省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指引（暂行）。

第二条 本指引（暂行）适用于淮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

定的城市集中建设区范围内，城市设计的编制、审定、实施等管

理工作。其他县区的城市设计管理可参照本指引（暂行）执行。

第三条 开展城市设计编制和实施，应符合淮安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相关标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和实际情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实施导向，遵循以

人为本、尊重历史、因地制宜、公众参与的原则。协调生产、生

活和生态空间，统筹城市各要素的合理集约使用，以保护自然环

境、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特色、改善民生服务、创造宜人空

间为目标，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城市设计管

理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职责承

担辖区内城市设计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鼓励利用新技术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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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工作。建立城市设计管理辅助决策系统，并将城市设计

管理纳入城市规划管理信息平台。

第二章 基本规定

第六条 城市设计是营造美好人居环境和宜人空间场所的

重要理念与方法，通过对人居环境多层级空间特征的系统辨识，

多尺度要素内容的统筹协调，以及对自然、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整

体认识，运用设计思维，借助形态组织和环境营造方法，依托规

划传导和政策推动，实现国土空间整体布局的结构优化，生态系

统的健康持续，历史文脉的传承发展，功能组织的活力有序，风

貌特色的引导控制，公共空间的系统建设，达成美好人居环境和

宜人空间场所的积极塑造。

第七条 城市设计分为总体城市设计、区段（含重点地区和

一般地区）城市设计和地块城市设计。

第八条 总体城市设计从宏观层面塑造城市风貌特色，是指

导下层次城市设计的纲领。

区段城市设计是指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建设管理的需要，划定

一定范围进行详细城市设计的区域，包括重点地区和一般指引区

城市设计。

地块城市设计是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地块以及

近期准备建设的特定地块进行的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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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总体城市设计应当将属于下列情形的区域确定为

城市设计重点地区，并明确其范围：

一、城市主要滨水地区:一湖七水（包括洪泽湖、京杭大运河、

里运河、古淮河、盐河、古盐河、淮沭河-二河、淮河入海水道-

苏北灌溉总渠）等水系，以及3个自然山水特色地段（包括生态民

俗园特色地段、古淮河滨河绿地特色地段（古淮河生态颐养特色

地段）、滨湖休闲区特色地段）；

二、城市主要历史文化地区：9个历史人文特色地段（包括周

恩来纪念馆-荷湖特色地段、镇淮楼-漕运总督公署特色地段、清

江浦特色地段、河下古镇特色地段、淮上三湖特色地段、运河码

头特色地段、漕运城特色地段、山阳湖特色地段、恩来干部学院

特色地段）；

三、城市主要核心区：7个现代都市特色地段（包括淮海路-

水渡口特色地段、行政文化中心特色地段、阳光湖特色地段、高

铁东站枢纽地区特色地段、高教园区特色地段、智慧谷特色地段、

苏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地段）；

四、城市主要临路地区：包括淮海南北路、淮海东西路、翔

宇大道、枚皋路、洪泽湖大道、河堤路—漕运路—越河街、大同

路、运南西路—运南东路、湖滨路、东西门大街、南门大街、城

河街、镇淮楼东西路。京沪高速、长深高速、盐洛高速、高速铁

路组成的高速/高铁环特色廊道，以及由西安路、淮河路、城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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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宁连公路、承恩大道、南苑路、海天路、迎宾大道、通甫路、

延安路、黄河路、国道233等组成的快速路生态特色廊道；

五、城市主要景观视廊地区：7 条视廊和 17 个视域：7 个视

廊，镇淮楼--周恩来纪念馆、镇淮楼--龙光阁、镇淮楼--文通塔、

镇淮楼--状元阁、状元阁--周恩来纪念馆、淮安电视塔--淮安大

剧院、金奥国际中心双塔--淮安大剧院。

17 个视域，高铁东站--站前公园，站前公园--高铁东站，周

恩来纪念馆--萧湖公园，淮安电视塔--淮安历史城区，淮安电视

塔--山阳湖公园、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淮安电视塔--体育

中心，金奥国际中心双塔--森林公园，淮安大剧院--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国师塔--楚秀园，楚秀园--国师塔，

爱心塔--水渡口金融中心，爱心塔--古淮河生态公园，钵池山--

水渡口金融中心，水渡口金融中心--钵池山，机场路--东南方向，

古堰景区观湖平台--洪泽湖。

第十条 重点地区开展城市设计应当融入自然生态格局，塑

造城市风貌特色，组织公共开放空间，协调交通市政设施，优化

建筑群体布局，注重建筑空间尺度，提出建筑高度、体量、风格、

色彩、退线、贴线以及第五立面等控制和引导要求。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和传统风貌区，其保护规划应达到

重点地区城市设计深度。并根据相关保护规划和要求，整体安排

空间格局，保护传承历史文化，体现地方特色、人文特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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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建筑和改扩建建筑的控制要求。

重要街道、街区开展城市设计，应当根据居民生活和城市公

共活动需要，统筹交通组织，完善街道界面，拓展慢行和绿化空

间，合理布置交通设施、市政设施、街道家具，提升街道特色和

活力。

主要景观视廊地区开展城市设计，应当尊重地形地貌，融入

山水格局，合理组织视线通廊，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和

建筑体量，优化城市天际线，设置连续的慢行系统和步行空间，

体现“城水相依”的城市特色。

第十一条 地块城市设计在上层次城市设计的指导下编制；

位于尚未编制城市设计地区的地块，可单独或结合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编制地块城市设计，地块城市设计成果作为项目选址论证报

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控制性要求应当纳入规划条件。

地块城市设计应明确高层建筑位置和群体形象，确定街道的

街墙控制、建筑退让、建筑贴线率控制要求，地块内主要建筑的

体量、高度、轮廓、色彩、立面和屋顶形式，明确开敞空间的位

置、尺寸、功能及景观设计要求，组织场地内部车行及人行交通

系统，协调市政设施。

第三章 编制、审批与修改

第十二条 总体、区段城市设计可分为单独编制、与相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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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规划同步编制两类。其中，同步编制的总体城市设计的内容和

控制要求应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区段城市设计的内容和

控制要求应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成果，并与相应的法定规划同

步上报审批。

单独编制的城市设计不得违反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强制

性内容，若修改已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

划的内容，应进行专题论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经同意

后方可进行修改。单独编制的城市设计的主要内容和管控要求应

作为独立专篇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成果中。

第十三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组织编制市总体

城市设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负责编制各区

总体城市设计，并落实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有关要求，不

得违反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十四条 重点地区的区段城市设计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主管部门组织编制。重点地区的区段城市设计应当落实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并与总体城市设计相衔接；重点地区的

区段城市设计经过市国土空间委员会审查后，应及时将相应控制

指标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第十五条 重点地区以外地区为一般地区，依据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与总体城市设计相衔接，单独或者结合国土空间详细规

划编制城市设计，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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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及审查。

第十六条 重大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公共财政投资项目，

应由实施主体先期开展项目用地及周边地块城市设计，经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论证后，报淮安市国土空

间规划委员会审查。

第十七条 城市设计的编制应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部

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方式。

第十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应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制定设计单位信息库的入库标准，择优选取国内外知名设

计机构，规划、建筑、景观设计大师及团队，建立优秀设计单位

信息库，并根据获奖情况及城市设计实施效果定期更新信息库名

录。在开展总体城市设计、重点地区的区段城市设计时，可优先

从优秀设计单位信息库中选择。

第十九条 城市设计组织编制部门应在编制过程中，广泛

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城市设计成果报审前，组织编制机关应通过政府网站或便于

查询的场所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日。

第二十条 城市设计成果应由文本和图则组成，鼓励实体模

型、数字化模型、多媒体等表达形式。

除涉及国家秘密或按规定需要保密的以外，城市设计成果应

自批准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信息网站或当地主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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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媒体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修改已批准的城市设计，组织编制部门应当对

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

可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城市设计，应当依照本指引（暂行）规定报审，并

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实施与管控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的城市设计成果应纳入本市“多规合

一”协同平台，作为一般地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建设项

目设计以及规划许可的必要条件以及重点地区近期建设项目制

定规划综合实施方案、重要单体建筑设计、规划许可以及街巷环

境综合整治（治理）项目、社区环境品质提升项目的依据和必要

条件。

第二十三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定期组织相关

部门及设计、建设单位进行技术培训，不断提升本市城市设计水

平。

第二十四条 已批准的各类城市设计成果，应纳入本市城市

体检评估，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辖区内的城市设计工作进行检查。应当加

强城市设计工作监督检查情况，对本市重要区域和主要街道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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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设计成效的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和群众满意度

评价。

第二十五条 加强城市设计宣传力度，增加公众参与意识，

促进公众对城市设计的认识和理解。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知悉所

在城市和地区对已批准的城市设计内容，有权监督城市设计管

理，并对违反城市设计的行为进行检举。

第二十六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城市设计

所需的经费，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经费预

算。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暂行）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八条 本指引（暂行）由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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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说明：重点地区分类说明

下列区域为重点地区：

一、城市主要滨水地区:一湖七水（包括洪泽湖、京杭大运河、

里运河、古淮河、盐河、古盐河、淮沭河-二河、淮河入海水道-

苏北灌溉总渠）等水系，以及3个自然山水特色地段（包括生态民

俗园特色地段、古淮河滨河绿地特色地段（古淮河生态颐养特色

地段）、滨湖休闲区特色地段）；

图1-1：城市主要滨水地区



淮安市城市设计技术指引（暂行）

11

二、城市主要历史文化地区：9个历史人文特色地段（包括周

恩来纪念馆-荷湖特色地段、镇淮楼-漕运总督公署特色地段、清

江浦特色地段、河下古镇特色地段、淮上三湖特色地段、运河码

头特色地段、漕运城特色地段、山阳湖特色地段、恩来干部学院

特色地段）；

图1-2：城市主要历史文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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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主要核心区：7个现代都市特色地段（包括淮海路-

水渡口特色地段、行政文化中心特色地段、阳光湖特色地段、高

铁东站枢纽地区特色地段、高教园区特色地段、智慧谷特色地段、

苏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特色地段）；

图1-3：城市主要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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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主要临路地区：包括淮海南北路、淮海东西路、翔

宇大道、枚皋路、洪泽湖大道、河堤路—漕运路—越河街、大同

路、运南西路—运南东路、湖滨路、东西门大街、南门大街、城

河街、镇淮楼东西路。京沪高速、长深高速、盐洛高速、高速铁

路组成的高速/高铁环特色廊道，以及由西安路、淮河路、城西北

路、宁连公路、承恩大道、南苑路、海天路、迎宾大道、通甫路、

延安路、黄河路、国道233等组成的快速路生态特色廊道；

图1-4：城市主要临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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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主要景观视廊地区：7条视廊和17个视域。

7 个视廊，镇淮楼--周恩来纪念馆、镇淮楼--龙光阁、镇淮

楼--文通塔、镇淮楼--状元阁、状元阁--周恩来纪念馆、淮安电

视塔--淮安大剧院、金奥国际中心双塔--淮安大剧院。

17 个视域，高铁东站--站前公园，站前公园--高铁东站，周

恩来纪念馆--萧湖公园，淮安电视塔--淮安历史城区，淮安电视

塔--山阳湖公园、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淮安电视塔--体育

中心，金奥国际中心双塔--森林公园，淮安大剧院--森林公园，

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国师塔--楚秀园，楚秀园--国师塔，

爱心塔--水渡口金融中心，爱心塔--古淮河生态公园，钵池山--

水渡口金融中心，水渡口金融中心--钵池山，机场路--东南方向，

古堰景区观湖平台--洪泽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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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城市主要景观视廊地区

表 1-1：淮安市视廊、视域一览表

类型 眺望点 眺望点类型 眺望景观对象 眺望景观类型

单向视廊 镇淮楼 高视点 周恩来纪念馆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双向视廊 镇淮楼 高视点 龙光阁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单向视廊 镇淮楼 高视点 文通塔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双向视廊 镇淮楼 高视点 状元阁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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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视廊 周恩来纪念馆 高视点 状元阁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双向视廊 淮安电视塔 高视点 淮安大剧院 都市建设型-地标建筑

单向视廊
金奥国际中心双

塔
高视点 淮安大剧院 都市建设型-地标建筑

视域 高铁东站 高视点 站前公园
都市建设型-高层建筑

群、城市公园

视域 站前公园 低视点 高铁东站 都市建设型-地标建筑

视域 周恩来纪念馆 高视点 萧湖公园 都市建设型-城市公园

视域 淮安电视塔 高视点 淮安历史城区 历史文化型-古城格局

视域 淮安电视塔 高视点

山阳湖公园

森林公园

行政文化中心

都市建设型-高层建筑

群、城市公园

视域 淮安电视塔 高视点 体育中心 都市建设型-地标建筑

视域
金奥国际中心双

塔
高视点 森林公园 都市建设型-城市公园

视域 淮安大剧院 高视点 森林公园 都市建设型-城市公园

视域 森林公园 低视点 行政文化中心
都市建设型-高层建筑

群

视域 国师塔 高视点 楚秀园
历史文化型-旧城格

局、城市公园

视域 楚秀园 低视点 国师塔 历史文化型-地标建筑

视域 爱心塔 高视点
水渡口金融中

心

都市建设型-高层建筑

群

视域 爱心塔 高视点
古淮河生态公

园
都市建设型-城市公园

视域 钵池山 高视点
水渡口金融中

心

都市建设型-高层建筑

群

视域 水渡口金融中心 高视点 钵池山 都市建设型-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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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 机场路 低视点 东南方向
都市建设型-城市整体

风貌

视域
古堰景区观湖平

台
低视点 洪泽湖 自然山水型-山水格局

表 1-2：淮安市重要视廊、视域控导一览表

具体导控 图片示意

镇淮楼--周恩来纪念馆视廊--该视廊为

单向视廊。

眺望点为镇淮楼，眺望景观对象为周恩来

纪念馆。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镇淮楼及周恩来纪

念馆之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0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镇淮楼二层平台远望周恩来纪念

馆建筑上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镇淮楼--龙光阁视廊--该视廊为双向视

廊。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镇淮楼及龙光阁之

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0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镇淮楼二层平台或者龙光阁三层

远望对面建筑上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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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淮楼--文通塔视廊--该视廊为单向视

廊。

眺望点为镇淮楼，眺望景观对象为文通

塔。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镇淮楼及文通塔之

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0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镇淮楼二层平台远望文通塔建筑

上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镇淮楼--状元阁阁视廊--该视廊为双向

视廊。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镇淮楼及状元阁之

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5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镇淮楼二层平台或者状元阁远望

对面建筑上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状元阁--周恩来纪念馆视廊--该视廊为

单向视廊。

眺望点为状元阁，眺望景观对象为周恩来

纪念馆。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状元阁及周恩来纪

念馆之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0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状元阁远望周恩来纪念馆建筑上

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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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电视塔--淮安大剧院视廊--该视廊

为双向视廊。

视线廊道控制范围以淮安电视塔及淮安

大剧院之间的连接线为中心，两侧各控制 100

米。

应控制视廊内建筑高度，修剪碍景树木，

拆除广告牌，改造电线杆。建、构筑物的高度

以不遮挡从淮安电视塔观景平台或淮安大剧

院远望对面建筑上方 1/3 高度为准。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现代风格为宜。

高铁东站--站前公园视域。

眺望点为高铁东站，眺望景观对象为站前

公园。

视域控制范围以眺望点及站前公园边界

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现代风格为宜。

金奥国际中心双塔--森林公园视域。

眺望点为金奥国际中心双塔，眺望景观对

象为森林公园。

视域控制范围以眺望点及森林公园边界

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现代风格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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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电视塔--淮安历史城区视域。

眺望点为淮安电视塔，眺望景观对象为淮

安历史城区。

视域控制范围以眺望点及淮安历史城区

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古城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淮安电视塔--山阳湖公园、森林公园、行政文

化中心视域。

眺望点为淮安电视塔，眺望景观对象为山

阳湖公园、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

视域控制范围以淮安电视塔、山阳湖公

园、森林公园、行政文化中心边界连线围合的

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淮安电视塔--体育中心视域。

眺望点为淮安电视塔，眺望景观对象为体

育中心。

视域控制范围以淮安电视塔和体育中心

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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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纪念馆--萧湖视域。

眺望点为周恩来纪念馆，眺望景观对象为

萧湖。

视域控制范围以周恩来纪念馆和萧湖边

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视廊内的建筑风貌以古城传统风格为宜。

爱心塔--水渡口金融中心视域。

眺望点为爱心塔，眺望景观对象为水渡口

金融中心。

视域控制范围以爱心塔和水渡口金融中

心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爱心塔--古淮河生态公园视域。

眺望点为爱心塔，眺望景观对象为古淮河

生态公园。

视域控制范围以爱心塔和古淮河生态公

园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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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池山--水渡口金融中心视域

眺望点为钵池山，眺望景观对象为水渡口

金融中心。

视域控制范围以钵池山和水渡口金融中

心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机场路--机场路附近。

眺望点为机场路，眺望景观对象为机场路

附近。

视域控制范围以机场路沿东南方向的人

眼范围。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

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古堰景区观湖平台--洪泽湖视域。

眺望点为古堰景区观湖平台，眺望景观对象为洪泽湖。

视域控制范围以古堰景区观湖平台和洪泽湖边界连线围合的三角形区域。

应控制视域内建、极筑物高度及风貌，避免对眺望景观造成视线遮挡或影响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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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重点地区详细范围汇总表

类型 名称 范围与面积

城市

主要

滨水

地区

京杭大运河特色廊道 西起古清口、东至淮安水利枢纽，长度约 25.1 公里

里运河特色廊道 西起京杭大运河、东至京杭大运河，长度约 24.1 公里

古淮河特色廊道 西起古清口、东至京沪高速公路，长度约 23.6 公里

盐河特色廊道 西起古清口、东至京沪高速公路，长度约 23.2 公里

古盐河特色廊道 西起二河、东至古淮河，长度约 30.4 公里

苏北灌溉总渠--淮河入

海水道特色廊道
西起洪泽湖、东至京沪高速公路，长度约 36.6 公里

淮沭河--二河特色廊道 南起洪泽湖、北至淮安西枢纽，长度约 34.1 公里

古淮河滨河绿地特色地

段（古淮河生态颐养特色

地段）

古淮河在淮安城市集中建设区东端区域，面积约 943

公顷

生态民俗园特色地段 古黄河生态民俗园及周边区域，面积约 180 公顷

滨湖休闲区特色地段
北起现状水系，南至浔河路，东至大庆路，西至洪泽

湖，面积约 453 公顷

城市

主要

历史

文化

地区

周恩来纪念馆--荷湖特

色地段

北至翔宇大道，南至永怀路，东至楚州大道，西至北

门大街，面积约 174 公顷

淮上三湖特色地段
北至竹巷街，东至北门大街、西长街，南至大涧河，

西至城西南路，面积约 307 公顷

镇淮楼--漕运总督公署

特色地段

北至永怀路，南至大涧河，东至楚州大道，西至西长

街，面积约 279 公顷

清江浦特色地段
北至里运河、和平路，南至新民路，东至越河路、轮

埠路，西至勤政路，面积约 264 公顷

恩来干部学院特色地段
北至杜康桥路、东至边寿民路、西至吴鞠通路、南至

镇海路，面积约 120 公顷

河下古镇特色地段
北至翔宇大道，南至里运河西堤，东至北门大街，西

至城西北路，面积约 8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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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湖特色地段
北至福地路，南至规划路，东至翔宇大道，西至京杭

大运河东堤，面积约 175 公顷

漕运城特色地段
北至迎宾大道，南至宁连公路，东至翔宇大道，西至

大运河东堤，面积约 210 公顷

运河码头特色地段
京杭大运河北侧西安南路至北京南路一段。面积约 50

公顷

城市

主要

核心

区

高铁东站枢纽地区特色

地段

北起徐杨路，南至广州路，东至高铁站，西至鸿海南

路，面积约 221 公顷

淮海路--水渡口特色地

段

北至古淮河，南至珠海路，东至南昌路，西至人民北

路，面积约 465 公顷

阳光湖特色地段
北起明远路，南至柴米河，东至淮海南路，西至北京

南路，面积约 139 公顷

高教园区特色地段
北起明远路，南至南苑路，东至宁连公路，西至淮海

南路，面积约 752 公顷

智慧谷特色地段
北起枚皋路，南至南苑路，东至富城路，西至宁连公

路，面积约 112 公顷

苏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特色地段

北起苏北灌溉总渠，南至实联大道，东至西安路，西

至宁连公路，面积约 590 公顷

城市

主要

临路

地区

淮海南北路特色廊道 北起淮安北站、南至古盐河公园，长度约 23.7 公里

淮海东西路特色廊道 西起韩侯大道、东至古黄河公园，长度约 14.5 公里

翔宇大道特色廊道
北起宁淮高速公路、南至京沪高速公路，长度约 26.4

公里

枚皋路特色廊道 西起二河、东至高铁东站，长度约 20.5 公里

瑞特大道特色廊道 西起洪泽湖、东至长深高速，长度约 7公里

河堤路--漕运路--越河

街特色廊道
西起韩侯大道、东至古黄河公园，长度约 14.5 公里

大同路特色廊道
北起万达商业广场、南至京沪高速公路，长度约 18.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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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南西路--运南东路

特色廊道
西起北京路、东至黄码大桥，长度约 23.7 公里

湖滨路特色廊道 北起东盾大道、南至古堰景区，长度约 6公里

东西门大街特色廊道 东起楚州大道、西至里运河，长度约 1.8 公里

南门大街特色廊道 北起镇淮楼、南至迎薰门，长度约 1.5 公里

城河街特色廊道 北起翔宇大道、南至里运河，长度约 1公里

镇淮楼东西路特色廊道 东起楚州大道、西至里运河，长度约 1.8 公里

高速/高铁环特色廊道
由京沪高速、长深高速、盐洛高速和高速铁路组成的

高速/高铁景观环，长度约 90 公里

快速路生态特色廊道

西安路、淮河路、城西北路、宁连公路、承恩大道、

南苑路、海天路、迎宾大道、通甫路、延安路、黄河

路、国道 233 等组成的快速路网，总长度约 14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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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城市集中建设区组团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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