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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基于“一张图”理念的规划整合 

       The Planning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ne 

Map” in Shenzhen City 

刘全波   陈柳新   谢冬 

LIU Quanbo；CHEN Liuxin；XIE Dong 

【摘要】通过对规划整合机制、内容、原则及流程的系统研究，制订“一张图”规划整

合工作规程，将规划整合工作分为搭建整合平台、专项层面整合、图则层面整合和整合成果

审批入库四个阶段。专项层面整合以专项规划为基础，强调各专业的系统性，为图则整合提

供依据。图则层面整合以法定图则为核心，从边界衔接、控制线、土地利用、公共设施、道

路交通、市政设施、地名等七个方面，核查法定图则对上位规划落实情况，以及与平行规划、

下位规划之间的衔接情况，发现规划之间的问题，提出整合建议。对规划整合问题采取不修

改图则、技术性修正、图则修改和专题研究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整合深圳市在编、已批图

则 234项，有效地解决了“规划打架”问题，实现了全市规划“一张图”的目标。 

Abstract：The work procedures for “One Map” are based on systematic research 

on mechanism, content, principle and schedule of the planning integration. It divide 

the planning integration into four stages which are construct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integrating on special plan, integrating on statutory plan, and integrated 

achievements approval. Integrating on special level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special 

plans emphasizes on systematic of different special plans and provides basis for 

statutory plan integration. Integrating on statutory plan takes the statutory plan 

as a core, and checks the implementation of upper level plans and the inosculation 

with parallel plans or lower pla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undary connection, 

control lines, land usage, public facilities, road traffic, municipal facilities 

and geographical names. The discovered problem would be treated as following 

strategies: no modifying, technically modifying, statutory plan modifying, and 

monographic study. Totally, 234 statutory plans have been integrated. The planning 

integration solved the problem of “plan conflict” and achieved the goal of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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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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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以来，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法

律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控规编制工作。但是，由

于规划编制技术体系较为复杂、规划之间协调不到位、各类规划编制时序不同等原因，导致

规划成果之间相互冲突，主要表现在上、下位规划之间、综合规划与专项规划之间以及相邻

地区规划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划打架”。为此，许多城市提

出规划“一张图”的概念，并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规划成果整合的理念，但具体做

法差别非常大。比如：北京的动态维护理念，即控规完成后编制的有关专项规划的研究成果

及时与控规进行整合；控规实施过程中各项城市重点工程及时纳入控规；各种政策与控规及

时衔接。广州在控规导则层面整合相关城市设计、专项规划的规划管理“一张图”。武汉按

照规划成果“一张图、一个库”的设计思想，整合已有的规划成果数据，逐步建立成果数据

更新机制的规划信息“一张图”。南京基于控规与六线整合的“一套图”，以管理需求为引导，

对控规成果进行梳理、校核、完善，形成内容统一、数据规范的规划成果等等。 

2008 年，深圳市开展了城市规划“一张图”管理体系综合研究，提出了城市规划“一

张图”的理念和总体框架，制订了“一张图”规划整合工作规程，并且在全市范围开展专项

规划、法定图则“一张图”整合。本文结合深圳“一张图”规划整合有关项目成果，简要介

绍对规划整合的理解和工作方法，希望藉此与广大规划界同行进行交流与分享。 

2、规划整合方法 

规划整合不是简单地将规划成果拼合在一起，也不是重新编制规划。它是以法定图则为

核心，通过“一张图”工作机制，梳理各层次不同规划成果，暴露其与法定图则的冲突和矛

盾，按照规划整合原则和程序，解决问题，使之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规划整合是“一张图”

的重点，关乎“一张图”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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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整合机制 

规划整合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精干的专业技术团队，进行

长期持续的跟踪与跟进。必须从人员组织保障、技术标准建设、全过程管理、经费保证等方

面进行全面考虑，建立相关工作机制，保障规划整合的顺利推进及后续的动态维护。 

（1）组织保障。 

深圳市规划国土和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委）领导高度重视，委领导牵头成立专责领导

小组。科技信息处、地区规划处、总体规划处、市政交通处、地籍地政处、地名处、城市更

新办等主要业务处室抽调技术骨干成立规划整合工作组，负责相关业务流程梳理、“一张图”

规划整合协调与技术审查。其他处室和管理局按各自职责分工落实相关业务工作与“一张图”

的衔接。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成立由城市规划、市政交通、土地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多

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项目组，负责“一张图”规划整合与年度维护。 

（2）制度建设。 

制订《城市规划“一张图”管理办法》、《城市规划“一张图”梳理整合工作规程》、《法

定图则成果格式及制图规范》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技术标准，明确“一张图”工作分工，规

范整合工作内容、深度、原则、流程、问题处理规则以及成果表达方式等，为开展规划整合

提供技术标准和依据，保证规划整合成果质量。 

（3）全过程管理。 

强调全过程的“一张图”规划整合理念，即“事前评估”、“事中协调”和“事后整合”。

“事前评估”指未编图则地区，解读相关规划成果，根据上位规划要求以及专项规划、下位

规划的编制情况，开展图则编制前期研究。“事中协调”指在编图则地区，作为法定图则审

查的重要环节，开展“一张图”校核，是法定图则技术审查的重要环节。“事后整合”指已

批图则地区，开展以图则为核心的规划整合及后续的整合成果动态维护。 

（4）经费保证。 

深圳每年的前期费计划都安排与“一张图”有关的大型项目，保证了“一张图”管理体

系综合研究和规划整合工作的顺利进行。2011 年开始将“一张图”动态维护工作列为年度

常规性项目，保证相对固定的费用，从资金上保证了规划整合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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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整合内容与原则 

（1）整合内容。 

通过对规划成果之间冲突问题分析以及问卷调查，确定规划整合主要内容为图则边界衔

接、控制线、土地利用、公共配套设施、道路交通、市政工程、地名等七个方面。 

（2）整合原则。 

已批图则是“一张图”的核心，是实施规划管理的直接法律依据。通过委技术会议审查

的图则草案，作为实施规划管理的重要参考。规划整合必须遵守如下原则： 

①图则应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组团分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环境保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

灾减灾用地。 

②图则应落实已批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以及基本生态控制线（为加强生态保护，防止

城市建设无序蔓延危及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范围界线）、

紫线规划、橙线规划、蓝线规划、黄线规划等专项规划。 

③图则与控制性详细规划、详细蓝图、城市设计不一致时，原则上以图则为依据。 

④图则与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不一致时，原则上以最新批准的规划成果为依据。 

⑤公共服务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的数量和规模原则上以相关专项规划为依据，设

施的具体用地位置以图则为依据。 

⑥需要修改图则的，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2.3 整合流程 

规划整合工作分为搭建整合平台、专项层面整合、图则层面整合以及整合成果审批入库

四个阶段（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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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张图”规划整合流程示意图 

Figure 1.  Flowcharts of “One map” planning integration  

（1）搭建整合平台。 

规划成果是规划管理的依据，也是“一张图”整合工作的基础，及时掌握全面准确的规

划成果，对“一张图”规划整合极其重要。根据规划成果在目前规划管理工作中的使用效力，

将其分为有效类和失效类两大类。剔除已失效成果，将有效成果区分为依据性和参考性两类。

梳理已编制完成的各类规划成果，根据梳理判读原则，对规划成果进行判读，将依据性成果

按一定的规则分类整理、编码，建立数据库。根据“一张图”数据组织方案，按照“三层一

库”的逻辑组织形式，利用 GIS技术，搭建“一张图”规划整合平台。 

（2）专项层面整合。 

专项层面整合以专项规划为基础，强调各专业的系统性，重点在于设施的数量和规模。

依据整合内容，在规划成果梳理判读的基础上，选取各专项中最新、最权威的依据性规划成

果；无全市性专项规划的，将同一层次的分区专项规划进行整合，形成专项整合工作图。专

项整合工作图经委技术会议审查后，纳入“一张图”整合平台，作为图则层面整合的依据 

（3）图则层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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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层面整合以法定图则为核心，核查法定图则对上位规划落实情况，以及与平行规划、

下位规划的衔接情况。 

梳理全市已批、在编法定图则成果，按照边界衔接、土地利用、控制线、公共设施、道

路交通、市政工程、地名七个方面内容，利用整合平台，检查图则内容是否与专项整合工作

图存在矛盾、相邻图则衔接是否得当，发现规划之间的冲突，提出整合建议。根据是否需要

修改图则、修改程序以及问题的复杂程度，将整合问题分为不修改图则、技术性修正、图则

修改、专题研究四类处理。对整合问题逐一提出修改建议、方案，形成图则层面规划整合报

告。 

（4）整合成果审批入库。 

对于不涉及用地指标调整的技术性修正类问题，可以走简易程序，经地区规划处审定后，

“一张图”项目组负责技术修正，进行“一张图”更新。图则修改类问题必须按照图则个案

修改或修编程序，经市规划委员会（或图则委员会）批准后，方可进行相应修改。专题研究

类问题，需经委技术会议审议，认为应修改图则的，按图则修改（编）程序进行修改（编）。 

对于暂时解决不了的专题研究类、图则修改类问题及其处理建议放置于“一张图”整合

信息图层中，作为规划管理、图则修编的参考，待图则修编或个案修改完成后，进行“一张

图”更新。 

3、“一张图”整合平台 

3.1 整合平台内容 

为有序、高效地开展法定图则“一张图”规划整合工作，根据规划整合要点和专项规划

整合工作图成果，利用 GIS技术，搭建了“一张图”整合平台（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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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张图”规划整合平台示意图 

Figure 2.  Diagram of “One map” planning integration platform 

“一张图”整合平台由规划整合依据和参考信息两大部分构成。整合依据包括基本农田、

基本生态控制线、蓝线、紫线、橙线等各类控制线规划以及分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市更新、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政设施、地名等专项规划成果。参考信息包括各类规划

编制动态及现状基础地理信息等。 

3.2 整合平台动态维护 

为保证整合平台数据的时效性与权威性，通过建立有效机制，对整合平台进行动态更新

与维护，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通过与委规划审批数据链接，保证平台中的审批数据，随着规划管理业务办结产

生的新数据进行实时更新。第二，通过数据入库机制，及时将委技术会议审查通过的各阶段

规划成果纳入整合平台。第三，通过反馈机制，对阶段性规划成果、归档成果、审批信息在

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标识，并按照程序对数据进行修正。 

4、专项层面整合 

近年来，深圳市编制了大量的专项规划成果，其中：公共设施专项规划 9项，道路交通

专项规划 127项，市政专项规划 68项，各类控制线专项规划 8项，地名规划 3项，以及其



 9 

它专项规划 34 项。因缺乏专项规划成果格式规范，同类专项规划成果之间内容、深度不统

一。为保障各类规划对于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政设施的要求在法定图则中能够准确、全

面地落实，需要首先对这些专项规划成果进行梳理整合，形成专项规划整合工作图，纳入“一

张图”整合平台，作为“一张图”图则层面整合的依据。 

4.1 公共设施专项整合 

结合各区公共设施专项规划编制的实际情况，将全市分为原特区内、宝安、龙岗三大区，

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整合。由于原特区内各区缺乏公共设施专项规划，因此，以分区规划中

公共设施规划为依据，总体规划进行调校补充，利用地籍信息、建筑普查以及地形图、影像

图对现状设施进行校核。宝安、龙岗分别以各自的公共设施专项规划为依据，市级大型公共

设施以总体规划、组团分区规划进行调校。将上述三部分内容整合，形成全市教育、体育、

文化、医疗卫生、行政管理、社会福利等设施专项整合工作图。 

4.2 道路交通专项整合 

在全市道路交通专项规划成果梳理、判读基础上，选取各区最为准确和权威的道路路网

规划作为整合的主要依据，统一道路表达内容、深度，发现并整合区域间路网衔接问题，进

行规划道路等级梳理，形成全市道路网专项层面整合工作图（图 3）。 

 

图 3 道路网专项整合工作图 

Figure 3.  Workflow of integrating on road network 

在轨道交通专项规划基础上，根据具体轨道线路规划深度及建设情况，以最新规划成果

或竣工图为依据，进行整合，形成轨道交通专项整合工作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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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轨道交通专项整合工作图 

Figure 4.  Workflow of integrating on Rail traffic 

4.3 市政设施专项整合 

对全市市政专项规划成果进行梳理和判读，确定 54 项市政基础设施及相关专项规划为

本次整合的依据。以《黄线规划》为整合基础，全面分析黄线规划与各专项规划之间设施数

量、规模关系，发现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形成全市市政设施专项整合工作图。 

5、图则层面整合 

深圳自 1998 年开展法定图则编制工作以来，图则编制由特区内向特区外有序推进。特

别是 2009 年开展法定图则大会战以来，图则编制、审批制速度明显加快。截止 2011 年 9

月，全市共有 234项图则，其中：已批图则 157项、在编图则 77项（图 5）。图则覆盖范围

921平方公里，占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 106%，实现了规划建设用地全覆盖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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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状态图 

Figure 5.  Preparation status of statutory plan for Shenzhen city 

5.1 整合要点 

（1）边界衔接。 

校核相邻图则边界是否存在不重合或漏空等衔接不合理现象。原则上以道路中心线、山

体、河流等自然分界线以及行政区划界线等为依据对图则边界技术修正。因相邻图则道路衔

接衍生的边界衔接问题，原则上以调整后的道路中心线调整图则边界。通过对图则边界技术

修正，相邻图则无缝衔接，全市形成 234个法定图则标准分区，作为精细化规划管理和统计

分析的基本单元。 

（2）控制线。 

主要校核图则规划的城市建设用地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紫线、蓝线、

橙线等各类控制线规划是否存在矛盾。图则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紫线规划

冲突时，原则上以各类控制线为准修改图则。图则与蓝线规划冲突的地块，在满足城市防洪

安全和水源安全的基础上，属合法用地的，原则保留现状合法用地并明确相关管理要求，其

它情况以蓝线规划为准修改图则，清退与蓝线规划冲突的地块。图则与橙线规划冲突的地块，

在橙线控制区内的，原则上以橙线规划为准修改图则；在橙线限制区内的，须符合橙线规划

管理要求。 

图则建设用地与控制线冲突现象非常多，典型问题如：图则规划建设用地位于基本农田

保护区、基本生态控制线、橙线、蓝线范围内，图则文物保护范围与紫线规划不一致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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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9）。 

 

图 6 图则与生态控制线冲突示意图 

Figure 6. Diagram of conflict between statutory plan and ecological control lines 

 

图 7 图则与橙线规划冲突示意图 

Figure 7.  Diagram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tutory plan and the orange lin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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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则与蓝线规划冲突示意图 

Figure 8.  Diagram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tutory plan and the blue line planning 

 

图 9 图则与紫线规划冲突示意图 

Figure 9.  Diagram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statutory plan and the purple line 

planning 

（3）用地与人口规模。 

重点校核图则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性质对上位规划的落实以及与下位规划的衔接情况，

建设用地是否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禁建区和限建区冲突。图则不得随意调整分区规划确

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水源地和水系、基本农田和绿化用地、环境保护、自然

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用地。如果图则建设规模、人口规模较分区规划有较大突

破的，应对图则进行严格审查。对因定位或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影响确需调整分区规划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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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控制总量，应进行相应论证。确需进行调整的，原则上应保持相应类别用地总量的

一致，同时须按人口规模和开发建设总量适当提高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 

①用地规模 

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分析，法定图则、分区规划分别为 921.06和 862.94 平方公里，法

定图则比分区规划增加了 58.12平方公里，增加 6.74%（表 1）。调整较大的为龙岗地区，增

加 23.04 平方公里，增加 12.99%。究其原因，一是图则依据现状建设情况、用地权属对分

区规划进行调整；二是法定图则从土地利用合理性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分区规划进行调整。 

表 1 图则与分区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Table 1.  The statistics of construction land of statutory plan and district plan 

地区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增减规模 

(平方公里) 
增减比例(%) 

法定图则 分区规划 

福田 57.72 57.24 0.48 0.84% 

罗湖 39.16 39.17 -0.01 -0.01% 

南山 112.61 98.57 14.04 14.24% 

滨海 65.1 66.3 -1.2 -1.81% 

宝安 299.33 282.26 17.07 6.05% 

光明 66 63.7 2.3 3.61% 

龙岗 209.04 185 23.04 12.99% 

坪山 72.1 70.7 1.4 1.98% 

合计 921.06 862.94 58.12 6.74% 

从用地结构分析，图则比分区规划减少最多的是发展备用地，减少 38.96 平方公里，占

原来备用地 61.61%，这也是建设用地总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其次是居住用地减少 14.97

平方公里，主要是因为城市支路和配套设施的增加。增加最多的是道路广场和公共绿地，分

别为 36.19、29.55平方公里，有利于改善城市交通和绿化环境，是合理的（表 2）。 

表 2 图则与分区规划主要用地统计表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main land of statutory plan and district plan 

类别

代号 
类别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增减规模 

(平方公

里) 

增减比例

（%） 法定图则 分区规划 

R 居住用地 184.32 199.30 -14.98 -7.51% 

C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51.43 51.88 -0.45 -0.88% 

GIC 政府社团用地 64.13 65.83 -1.70 -2.58% 

M 工业用地 160.14 151.50 8.64 5.71% 

W 仓储用地 17.24 22.63 -5.39 -23.81% 

T 对外交通用地 41.57 39.99 1.58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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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道路广场用地 205.11 168.93 36.18 21.42% 

U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25.08 21.95 3.13 14.25% 

G 绿地 164.13 134.59 29.54 21.95% 

D 特殊用地 7.90 6.33 1.57 24.83% 

小计 城市建设用地 921.06 862.94 58.12 6.74% 

E 
水域和其他非城市建设用

地 
264.78 283.94 -19.16 -6.75% 

E（E9) 发展备用地 24.28 63.24 -38.96 -61.61% 

法定图则规划范围总用地 1210.12 1210.12 0 0.00% 

②人口规模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确定 2020年人口规模为 1100万，分区（组团）

规划总人口合计 929 万，而目前图则人口规模为 1635 万，因为 4 个图则目前尚处于方案阶

段，11个已批图则无人口，因此，预计全市图则人口最少为 1700万（表 3）。图则人口规模

比总规增加 600 万人，增加 54.5%，比分区规划增加约 700万人，增加 82.9%，大大突破上

位规划。以总规确定的五大分区为单元分析，除东部滨海分区基本一致，其他各分区均有所

突破，特别是中部分区，总规人口为 240万，分区规划人口为 198万，而图则人口高达 446

万，图则人口几乎是上位规划的两倍。由于法定图则在人口规模控制方面缺乏统筹，导致上

位规划确定的目标难以有效落实，上、下位规划脱节。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公共设施、市政设

施和交通设施的数量、规模等失调，这是规划间相互冲突、矛盾的主要根源。 

表 3 法定图则与上位规划人口规模比较表 单位：万人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between the statutory planning and comprehensive 

planning  unit：10,000 people 

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 法定图则 

分区名称 人口 组团名称 人口 小计 人口 小计 

中心城区 310 

罗湖区 80 

305 

112.9  

434.9  福田区 105 143.2  

南山区 120 178.9  

西部滨海分区 300 

宝安中心组团 100 

252 

116.5  

416.7  西部工业组团 77 158.1  

西部高新组团 75 142.1  

中部分区 240 
中部综合组团 100 

198 
241.2  

446.9  
中部物流组团 98 205.7  

东部分区 200 龙岗中心组团 74 124 170.7  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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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分区规划 法定图则 

分区名称 人口 组团名称 人口 小计 人口 小计 

东部工业组团 50 118.4  

东部滨海分区 50 
盐田区 25 

50 
22.7  

48.2  
东部生态组团 25 25.5  

合计 1100 合计 892 929 1635.8  1635.8  

（4）公共设施。 

如前所述，由于人口规模基数不同，必然导致设施数量和规模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

总规、分区规划主要是居住区以上的大型设施，因此，单纯的数量比较毫无意义，必须进行

相关的专题研究，这也是规划整合难点所在。本次整合以图则为单位，校核上位规划及公共

设施专项规划确定的市、区级大型公共设施用地是否在法定图则中得到落实。在保证已批专

项规划确定的设施数量、规模前提下，原则上以图则确定的设施用地为准。图则设施数量低

于专项规划，作为整合问题标注，待后期进行专项研究以确定是否需要修改图则。 

（5）道路交通。 

主要校核法定图则规划道路、轨道交通与专项规划的一致性、相邻图则道路衔接是否合

理以及法定图则对专项规划确定的交通场站的落实情况。原则上以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方案

或专项规划为依据进行整合。 

道路问题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图则道路与专项规划不一致（图 2）。第二类是相邻图

则道路衔接不合理，包括道路红线宽度不同、立交范围、形式不同等等。如：大康地区图则

规划东部高速红线宽度约为 35米，横岗大康安良地区图则规划为 80米（图 10）。 



 17 

 

图 10 相邻图则道路衔接问题示意图 

Figure 10.  Diagram of road link conflict between adjacent maps 

铁岗-石岩水库图则规划外环路为 50 米，石岩中心地区图则（环石路）为 100 米（图

11）。 

 

图 11  相邻图则道路宽度不一致示意图 

Figure 11.  Diagram of  inconsistence of road width in adjacent maps 

广深高速公路与福州大道立交形式及控制范围相邻三个图则不一致，其中福永中心、立

新水库图则与专项规划一致，为全互通式立交。而福永东图则根据福州大道方案调整为半互

通式立交（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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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相邻图则立交不一致示意图 

Figure 12. Diagram of inconsistence of overpass between adjacent maps 

第三是图则道路与道路实施方案不一致。如：由于外环高快速路方案调整，使得其与沿

线多个图则路网发生冲突（图 13）。 

 

图 13 高快速路方案图与图则路网冲突示意图 

Figure 13.  Diagram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road plan and statutory plan 

（6）市政设施。 

以黄线规划为依据，校核法定图则是否落实专项规划的各类市政设施、与专项规划的高

压走廊、微波通道等重要市政廊道的走向、宽度是否一致。 

在保证专项规划市政设施数量、规模的前提下，原则上以图则确定的具体用地位置和范

围为准；市政廊道走向、宽度与专项规划不一致的，应通过专题研究确定。 

由于市政管网由于基础资料不全、工作量巨大，本次整合未涉及，由后续的市政管网“一

张图”规划整合进行专题处理。 

（7）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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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图则与地名专项规划的矛盾，次干道以上级别道路命名以地名专项规划为准。 

5.2 整合问题处理 

（1）整合问题数量。 

通过对全市 234个图则进行“一张图”整合，共发现问题 1746个，其中：边界衔接 124

个、公共设施 51个、控制线 355个、土地利用 25个、道路交通 321个、市政设施 258个、

地名 612个（表 4）。 

表 4  法定图则“一张图”整合问题汇总表 

Table 4.  Summary of problems of statutory plan “one map” integration 

问题分类 

分     区 

合计 福田罗

湖 
南山 宝安 龙岗 滨海 光明 坪山 

边界衔接 30 3 5 51 7 11 17 124 

公共设施 15 20 11 2 0 3 0 51 

土地利用 3 6 6 5 3 1 1 25 

道路交通 56 37 58 95 25 25 25 321 

控制线 49 43 89 88 28 33 25 355 

市政设施 65 31 39 77 25 3 18 258 

地名 67 55 151 237 31 43 28 612 

合计 285 195 359 555 119 119 114 1746 

（2）整合问题分类处理。 

深圳制订了规划整合问题处理规则，试图解决所有规划整合问题。事实上，发现问题比

较容易，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却是相当困难的。有些问题比较简单，可以通过技术修正程序，

批量解决。有些问题则非常复杂，非规划整合所能解决，比如，图则建设用地、规划人口规

模突破上位规划，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类设施合理的数量和规模等等，需要后续进行专题研究。

依据是否需要修改图则以及问题的复杂程度，将整合问题分以下四类处理： 

①不修改图则类。 

经研究分析，认为专项规划编制时间较早，图则结合现状建设实际，对专项规划提出合

理调整。 

②技术性修正类。 



 20 

路名、图则边界衔接、不涉及图则强制性内容调整的道路衔接问题；图则未标示已批或

已建成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图则文物保护范围、轨道交通线位、微波通道与专项规划不

一致。 

③图则修改类。 

图则道路走向、宽度等与专项规划不一致，相邻图则道路线位、立交不一致等涉及图则

强制性内容调整；新编轨道交通专项规划调整或新增的轨道线路及站点与图则用地不一致；

图则建设用地与基本生态控制线、橙线、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冲突。 

④专题研究类。 

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市政设施规模、数量满足不了专项规划要求；图则建设用地与蓝

线规划、土规禁建区、限建区等严重冲突；图则路网结构与专项规划不一致的。 

6、结语 

规划整合的同时，深圳还开展了在编图则“一张图”审查工作，在编图则发现的问题，

通过图则审查程序逐步得到解决。尤其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查过程中，“一张图”校核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结合法定图则“一张图”校核工作经验，今后将全面开展城市更新、

详细蓝图、公共设施、道路交通、市政工程等各类在编专项规划的“一张图”审查工作，确

保在编规划与已批规划、审批项目、现状信息等相互衔接，保证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通过规划整合，深圳基本解决了规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有效地解决了“规划打架”问

题，以法定图则为核心的规划“一张图”已初步建成（图 14）。规划整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性工作，目前的规划整合只是阶段性成果，今后必须加强规划整合成果的动态维护，才能确

保“一张图”的活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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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深圳城市规划“一张图” 

Figure 14.  Urban planning“one map” of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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