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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规划背景

1.1.1 渭南市新一轮总体规划对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的定位研究，将进一

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潜力。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规划定位为生态航空城，产业特色为试飞科研、

航空制造、综合物流、主题旅游。卤阳湖机场核心区是城市战略功能区，区内布

局航空物流、整机制造、试飞科研等高度依赖跑道资源的功能板块，外围预留弹

性发展用地。积极推动西韩城际铁路在钟家村设站，积极建设区域快速通道，优

化对外交通网络。针对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的新的功能定位，未来将在区

域经济、交通等多个方面将取得较大发展与影响。随着经济发展、交通水平和城

市定位的提升，需要对机动车能源的需求与布局进一步预测、布局与优化。

1.1.2 特殊的地理区位，迫切需要对周边现有加油加气站进行整合与新增。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位于临渭区、蒲城县、富平县交界位置，管辖范

围内主体为蒲城县用地、有少部分富平县、临渭区用地。行政区划复杂，机场、

开发区、街镇三大主体各自为政。本次规划将统筹现有开发区用地范围，全面指

导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加油站、加气站（CNG、LNG）布局与建设，为商

务部门提供项目审批依据，为规划管理部门提供更为系统的规划成果，同时指导

经营企业在本地油气零售领域的发展布局。

1.1.3 加油加气站政策、技术规范和标准的变化对布点规划提出新要求。

在用地标准方面，2012 年新的城市规划用地分类标准中，加油加气站由市

政设施用地调整为公共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其中商业用地包括商业办公、金融、

服务业、加油加气站、汽车 4S 店等”。另外 2012 版《汽车机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对加油加气站的选址、安全、合建作出新的规定。这些突出用地、安

全方面的变化也对加油加气站布点规划编制思路和技术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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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发布。

发展战略与目标：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绿色低碳、创新驱动四大战略，到

2020 年，基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

市场体系。

绿色低碳战略：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天

然气比重达到 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 62%以内。

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建设中，稳步发展天然气交通运输。结合国家天然气发

展规划布局，制定天然气交通发展中长期规划，加快天然气加气站设施建设，以

城市出租车、公交车为重点，积极有序发展液化天然气汽车和压缩天然气汽车。

1.1.5《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

到 2020 年，基本建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满足区域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建立较完善的标准规范和市场监管体系，形成统

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

产业生态体系。

1.2 规划依据

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4）《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商改字

［2004］14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83 号）

（6）《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

（7）《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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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

（10）中国石油《加油站建设标准设计》（2010 版）

（11）中石化《加油站建设新标准(工艺部分)2012 版》

1.2.2 相关规划文件

（1）《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2）《渭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年》

（3）《渭南市卤阳湖现代产业开发区分区规划（2018-2035）》（初步方案）

（4）《渭南市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消防专项规划（2018-2035 年）》

（5）《渭南市中心城区卤阳湖新区道路专项规划》

（6）其他相关资料

1.3 规划指导思想与原则

1.3.1 指导思想

以国家有关成品油市场整顿和规范要求为指导，通过编制和实施规划，加强

加油站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严格控制总量，适度超前建设，合理优化布

局，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满足广大消费者需要、布局科学合理、

竞争有序、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加油站销售服务网络体系。以“控制总量、归并整

合、鼓励合建、提升档次”统领规划建设。

1.3.2 规划原则

（1）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原则。根据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经济发展

规划、城乡规划，统筹加油加气网点布局。注重现有加油加气站的级别与数量、

新建与改扩建相结合，使网点布局合理。

（2）科学规划、有序发展原则。按照布局与消费增长相适应的要求，充分

考虑社会需求量、机动车保有量及增量、交通流量等消费因素，既立足现实，又

着眼未来进行科学预测，合理确定加油站加气网点的数量、规模、布点。

（3）方便需求、功能完善原则。加油加气站网点布局要紧密结合卤阳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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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产业综合开发区面积、人口、道路、交通现状等条件，便于为民众服务；同时，

进一步完善加油加气站各项功能，提高综合服务水平。

（4）总量控制、节约用地原则。加油加气站网点布局应根据需求进行科学

预测，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用地。

第二章 综合现状分析

2.1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2.1.1 社会经济

2018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7.68 亿元，固定投资

10.96 亿元。

2.1.2 人口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范围涵盖 19 个行政

村，现状城镇人口约 3万人。

2.2 建设交通发展现状

2.2.1 土地利用现状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现状非建设用地 289 平方公里，占总用地的

87.23%，建设用地 42 平方公里，其中村庄建设用地 35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

2.5 平方公里。现状实际建设较分散、十年来总建设规模不足 3平方公里。

2.2.2 规划区建设情况

①电力

建成已用的 11.5 公里 10KV 卤泊公网分别布设在卤阳大道、天阳大道上，

已负荷 2700KVA。区内现用变压器 15 台，箱变 5 台，总装负荷约 6000KVA。

起步区南侧现有 110 千伏党睦变电站一座 。计划今年为国家民机试飞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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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回路 7600KVA 电力专线一条，为景区建设 3500KVA 开闭所一座，以保障

开发区当前的用电需求。

②公园广场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天骄湖景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总规划面积 3300

亩，其中水域面积 1500 亩，配套面积 1800 亩。景区由板桥古渡、杨爵拜水、

卤滩古韵、关中道情、欢乐世界、上苑围猎、鸟巢揽翠、品茗揽月、农耕春秋、

百花岛十个景点组成。目前，景区有画舫、摩托艇、冲锋舟、脚踏船、水上自行

车等一系列水上娱乐设施，可供游客休闲娱乐。天卤湖 1800 亩水面已开挖到位，

开始启动天子湖动工建设。全区已建成的广场有曙光广场、天骄广场、梅苑、松

苑、竹苑等，总占地近 300 亩。已建成大型公共停车场三个：天骄停车场、景

区北入口和景区内停车场。目前旅游综合体项目(水街)正在进行设计调整，计划

年底前完成水体部分施工。

③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已建污水处理厂总占地 2.5 亩，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地震基本

烈度为 7 度，设计年限 50 年，设计日处理规模为 500 吨，处理工艺主要采用

生物转盘法，总投资约 610 万元。

④运动广场

项目占地约 127 亩，规划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跑道、足球场、

篮球场、看台及辅助用房等，可容纳 1.2 万名观众现场欣赏体育比赛。项目于

2016 年 5 月建成投用，并对群众开放，让全民投入健身运动之中。截止目前，

已承接蒲城县第四次运动会和蒲城“联大杯”足球赛等多项重大赛事。

2.2.3 现状交通发展情况

一、对外交通现状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现状交通体系主要以公路和铁路为主，铁路为包

西铁路、侯西铁路，在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共设有张桥、钟家村、陈庄

三个火车站，均为小型车站，以货运和少量客运为主。

1.铁路

①包西铁路：包西铁路（包头西-西安张桥），北起内包头西站南至西安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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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张桥站，全长 800.9 公里是国家“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能源通道。包西

铁路是国铁一级双线电气化铁路，设计时速 160km/h。2007 年 11 月 25 日开工，

2010 年 12 月 28 日建成通车。该铁路规划以煤炭运输为主、客货兼顾，是国家

十三个大型煤炭基地中陕北、黄陇煤田煤运的重要通道。

②侯西铁路：侯（马）西（安）铁路，自陕西西安至山西侯马，线路全长

248 公里。连接西安、渭南、侯马三市。它是连接晋陕两省的重要能源运输通道，

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公路

⑴高速公路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公路体系以高速公路和地方道路为主，高速公路

为京昆高速、渭蒲高速，分别介绍如下：

①京昆高速：京昆高速西安至禹门口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京昆高速（G5）在

陕西境内的一段，是陕西省“米”字型公路主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禹高速公

路西安至阎良段全长 39.241 公里，工程总投资 8.64 亿元， 2001 年 9 月建成通

车 。该项目起于晋陕交界的韩城市禹门口，途径韩城市、合阳县、澄城县、蒲

城县、富平县、西安市阎良区，与西安绕城高速公路相接，是陕西通往华北、西

南的交通大动脉。西禹高速公路采用平原微丘区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行车速度为

12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8 米，4车道。路线所经区域属渭北黑腰带区域，能

源矿产资源丰富，合阳、澄城、蒲城、富平是陕西粮食、棉花的生产大县和苹果、

酥梨等水果基地，韩城市境内龙门、党家村民居、大禹庙、普照寺、司马迁祠等

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②渭蒲高速：渭南至蒲城高速公路是陕西省高速公路规划网“2367”榆蓝高

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高速公路连霍线和京昆线的重要连接线。全线采用双

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标准，设计行车速度 120 公里/小时，整体式路基宽 28

米。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 I级，其余各项主要技术指标遵照《公路工程

设计标准》（JTGB012003）执行。渭蒲高速公路起于蒲城县以东的转湾村，设立

交与蒲城县及省道 106 相接，向南设东杨枢纽立交与京昆高速相接，经卤阳湖现

代产业园、吝店、固市后跨渭河至赤水镇，设赤水枢纽立交与连霍高速相接，路

线全长 54.2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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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地方道路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公路网主要由 S208 渭清公路、S310 卤阳大道、

X313 铃原路、S205 罕固路、S311 张觅路等组成。对主要道路分别介绍如下：

1 S208 渭清公路

该路是目前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除渭蒲高速外最重要的南北交通

性道路，渭清路北至蒲城县城，南至渭南主城区，是沿线村镇对外出行的核心通

道，现有蒲城至党睦段采用双向四车道集散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路基宽度 20 米，

党睦以南路段为二级公路技术标准，路基宽度 12 米，其中故市至渭南段已列入

改扩建计划，即将开工建设。

②S310 卤阳大道

卤阳大道是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主城内最重要的东西向道路，目前卤

阳湖机场至渭蒲高速段已建成，采用城市主干道标准，红线宽度 100 米，渭蒲高

速跨线桥段及机场以西路段正在进行二级公路建设施工，设计速度 60km/h，路

基宽度 12 米。

③X313 铃原路

铃原路与卤阳大道基本平行，是东西向连接既有村镇的主要道路，沿线连接

了原任、富王、樊家、洛北等数个村镇，现有道路采用单车道四级公路标准，路

基宽度 5-6 米不等，道路整体状况尚可，存在一定的路面病害。

④S205 罕固路

S205 为新调整省道，原有编号为 X219，道路北起荆姚，向南跨过侯西铁路，

经原任、阳尹、杜家、下吉、周家、故市，主要串起了荆姚、原任、下吉、故市

等重要乡镇，现有罕固路在荆姚、原任、下吉等镇区内为城镇道路标准，行车道

不窄于 12-15 米不等，其余路段为四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 5-6.5 米不等。

⑤S311 张觅路

S311 为新调整省道，原有编号为 X314，路线西起张桥，向东经惠丰、官底、

下吉、吝店，将沿线东西向的重要乡镇均进行了有效串接，现状在镇区内为城镇

道路标准，下吉以东渭北葡萄产业园段为双向四车道标准，行车道宽 15 米，其

余路段均为四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 6.5-7.5 米不等。

二、规划区内部交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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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起步区规划道路 24 条，已建城市道路约 20.3

公里，道路面积约 141 万平方米。分别为：卤阳大道：全长 7.5 公里，道路红

线 100 米，双向 8 车道，属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东西主干道；渭蒲高速

引道：全长 2.5 公里，道路红线 40 米双向 8 车道，属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

发区东西主干道；天阳大道：全长 3.9 公里，道路红线 60 米，双向 6 车道，

属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南北主干道；滨湖路：全长 5.8 公里，道路红线 24

米，双向 4 车道，为天骄湖景区内主要通行道路；目前还建成了天义路、天信

路、丹阳大街、景区北入口道路等城市辅助道路。

2.2.4 现状交通发展分析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属规划新区，由于发展规划尚未完全实施，现状

交通系统未形成，无法发挥应有的城市交通系统功能，现状交通具体分析结果如

下：

⑴从规划层面来看，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和华州区同属渭南市中心城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中心城区一体化发展，应加快三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系。

现状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通往渭南主城区及华州区的主要道路为 S208 和

榆蓝高速，道路未成网络，S208 沿线村镇密集，区间交通较多，真正能实现快

速交通的仅有榆蓝高速，互通性较差，无法满足渭南市规划发展对交通的需求。

⑵现状通往富平、大荔、蒲城、阎良等周边区域除京昆高速外，其余道路均

为三级公路，路线单一，通行条件较差，远远不能满足交通量的快速发展。随着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规划的实施，与周边区域的交通联系将逐步增强，交

通将成为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

⑶现状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仅有卤阳大道、天阳大道等 5条道路，

城市道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卤阳湖组团与渭富新区组团及各组团内部道路互通

性较差，联系不便。

2.3 机动车发展现状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现状无汽车站、公交服务设施，且由于近年发展

较为缓慢，区域人口缺乏显著增长，相关配套设施不足，区域常住人口主要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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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人口 3万人，现有机动车发展主要为村庄居民保有量。机动车类型涵盖摩托、

农村生产车辆、货运车、小轿车等多种类型。至 2018 年，机动车保有量约 3000

辆。

2.4 加油加气站发展现状

2.4.1 加油加气站现状分布及数量

根据 2019 年 8 月实地踏勘资料及相关部门调研整理，现状卤阳湖现代产业

综合开发区内共有加油站 11 座。无加气站。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核心建

设区无加油加气站，现有加油站主要于周边村庄、乡镇沿县道、201 省道分布。

2.4.2 加油加气分布特征

对现状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加油加气站分布状况、分布密度和服务

范围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现状共有 11 座加油站，其

中现状建成区内无一座加油加气站，加油加气站与道路等级联系紧密，国省道、

县道两侧共有加油站 8 座，占总数量的 66.67%；现状建成区近年来发展较为缓

慢，核心区内加油站缺乏，且无一处加气站，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最近加

气站位于区域北侧的约 4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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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现状存在问题

（1）整体加油加气站数量较少，且缺乏加气站：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

区现状加油站主要沿 S201、县道分布，使用较为便利；但核心建设区站点建设

严重滞后，目前无一处加油加气站。

（2）现有加油站等级较低，规模较小，不具备较大区域服务能力：随着卤

阳湖景区的进一步开发，未来片区发展潜力巨大，现有小型加油站服务能力严重

不足。

（3）规划加油站落地难：加油站在新建过程中涉及规划、国土、安监、消

防、技监、商务等多个部门，多项审批手续致使建设进程较慢；由于城市规划的

修编和调整，原有的加油站布点规划与新的城市规划不符，站点无法落地。

（4）站点布局不尽合理，距离过近、利用率低。

（5）部分加油站建设标准较低、安全隐患大：部分加油站存在规模小、站

容差、档次低、设施相对落后等问题，因为监管不完善，一些加油站经营只注重

追求经济效益，经营行为不规范、标准，服务水平不高，具有较大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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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油加气站需求预测

3.1 规划站点需求预测条件分析

3.1.1 机动车数量及类型条件分析

根据国内外经验，城市机动化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土地利用、

交通设施供给（道路和公共交通、停车设施等）及国家和城市在产业、环保、运

输发展等相关政策等方面均有直接关系。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GDP 总量）、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水平、机动车使用成本（燃油价格和停车费

用、通行费等）、城市公共政策、公共交通的发达程度以及票价、税收制度、机

动车售价、公共交通设施服务质量和土地利用模式、三次产业发展状况等因素。

规划采用《渭南市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道路专项规划（2019-2035）》

中对机动车总量进行的预测数据资料。

预测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机动车保有量 2020 年为 1.12 万，2035 年

为 2.1 万。

表 4-1 2030 年各类机动车拥有量预测值

车种 2020 2030

小客车（辆） 8350 15656

出租车（辆） 450 844

大客车（辆） 520 975

货车（辆） 1880 3525

合计 11200 21000

在此基础上，预测 2025、2035 年机动车保有量。

（一）方法一（增长率法）

结合渭南市近 5年机动车年均增长率约为 4.1%，规划 2020 年机动车保有量

为 1.12 万辆，2035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 2.1 万辆，十年间年平均增长率 4.86%,

考虑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未来随着机场建设发展，规划 2030-2035 年，平

均年增长率为 5.0%。

则 2025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1.12*（1+4.86%）5=1.4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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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年机动车保有量为：1.8*（1+5.0%）5=2.3 万辆。

（二）方法二（千人拥有指标法）

依据渭南市总体规划及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分区规划，2025 年卤阳

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总人口 5 万人，203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总人

口 10 万人，结合道路专项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确定的渭南市 2030 年机动

车千人拥有率为 280-320 辆/千人，考虑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起步较慢，

规划指标取低值为 280 辆/千人。则 202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机动车保

有量为1.4万辆，203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机动车保有量为2.8 万辆。

（三）综合分析

综合以上两种方法，取平均值，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机动车保有量至

2025 年为 1.41 万辆，2035 年为 2.55 万辆。其中：

表 4-2 2025、2035 年各类机动车拥有量预测值

车种 2025 年 燃料类型 分类保有量 2035 年 燃料类型 分类保有量

小客车（辆） 10512 油（90%） 9460 18983 油（80%） 15187

气（5%） 526 气（10%） 1898

电（5%） 526 电（10%） 1898

出租车（辆） 567 气（70%） 397 822 气（90%） 740

油（30%） 170 油（10%） 82

大客车（辆） 655 油（98%） 642 878 油（95%） 834

气（2%） 13 气（5%） 44

货车（辆） 2367 油（100%） 2367 4817 油（98%） 4721

气（0%） 0 气（2%） 96

合计 14101 油 12639 25500 油 20824

气 936 气 2778

电 526 电 1898

3.1.2 成品油销售量条件分析

2019 年渭南市地区单个加油站成品油平均日销售量为 3-5 吨，卤阳湖现代

产业综合开发区内现状有 11 座加油站，主要位于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

部村庄、集镇周边。现状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成品油年销售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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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0 吨。

规划采用 2 种方法对规划期成品油销售量进行预测。

（1）——增长率法

2019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销售成品油约 16060 吨，规划近期年增

长率取 10%，远期为 7%，则：

202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成品油需求量为 16060*（1+10%）

6=28451.27 吨。

203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成品油需求量为 28451.27*（1+7%）

10=55967.95 吨。

（2）——生产总值与成品油的线性回归预测

渭南市生产总值按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预期为 9%，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

发区现状发展较为缓慢，规划近期年均增长取 9%，远期年均增长取 11%，根据回

归方程式得出：

2025 年成品油需求量为 27441.54 吨。

2035 年成品油需求量为 56774.59 吨。

根据上述两种方式测算，通过取平均值，预计 2025 年与 2035 年卤阳湖现

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站渠道进行零售的成品油销售量为 27946.41 吨与

56371.27 吨。

3.1.3 用地空间增长条件分析

依据《渭南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 年）》，经过有关测算，卤阳湖现代

产业综合开发区未来的产业发展规模将达到 30 万吨航空物流和 200 亿的工业增

加值，因此从工业用地产出效率的角度，大约需要 12-15 平方公里公里的产业用

地规模。考虑到卤阳湖建设机场物流、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等职能对道路交通、防

护绿地、市政设施等用地的综合需求，最终确定 2020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

发区核心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15 平方公里，2030 年核心区建设用地规模为 22 平

方公里。

结合最新修编的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分区规划，确定近期 2025 年核

心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9.92 平方公里。2035 年核心区城市建设用地为 19.12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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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油站规模需求预测

3.2.1 基于机动车保有量预测加油站数量

一般车辆数与加油站数量无直接关联，单站服务车辆数越高，加油站的盈利

水平越高；在交通不便利的农村地区，单座加油站如果服务车辆数过低，即使进

行规划布点，也很难实施。目前渭南市地区加油站服务能力约为 2200 辆/站，规

划预测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 2025 年燃油机动车保有量 12639 辆，2035 年

20824 辆。考虑片区现状发展条件，结合现有站点服务能力，规划单站服务能力

取值近期 1300-1500，远期 1500-1700。

到 202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站个数 9-10 座左右，2035 年

13-14 座。

3.2.2 基于加油站年站均销售量预测加油站数量

本次规划对现有加油站进行扩容整合，规划加油站在现有站均水平 1500 吨/

年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单站年销售量目标近期 2000-2500 吨/年，远期

3500-4500 吨/年。

预计 2025 年需加油站 11-13 座；2035 年需加油站 13-16 座。

3.2.3 基于规范要求的空间增长对加油站需求预测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城市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

宜为 0.9-1.2km，即单站服务区域面积 2.54-4.52 平方公里。结合城市可建设用

地情况计算城市加油站需求数量方法；本次规划近期 2025 年城市建设用地 9.92

平方公里，2035 年城市建设用地 19.12 平方公里。规按照加油站密度，预测 2025

年，城市建成区加油站需求数量在 3--4 座左右。2035 年，城市建成区加油站需

求数量在 4--8 座左右。同时，针对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周边用地，国道、

省道加油站每百公里不超过 6 对 12 座） ），单侧每百公里不超过 6 座；高速

公路加油站原则上每百公里不超过两对； 县乡道公路沿线原则上百公里不超过

10 座，即在总量符合要求的基础上，与相邻加油站车行距离原则上不低于 1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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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三是对乡镇、农村区域按照满足群众需求进行设置。本次规划对现有乡镇、

农村区域加油站进行部分整合，则规划期末，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周边村

庄总加油站数量为 7-8 座。

3.2.4 加油站规模需求预测结论

根据单站服务车辆、单站年均成品油销售量、城乡空间发展需求等方法预测，

结合现状加油站布点分布。规划至 202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站宜

控制在 13 座左右，2035 年宜控制在 15 座左右。

3.3 加油加气站总规模预测结论

3.3.1 加油加气站类别规划

本次规划选址不单独建设加气站，规划加气站结合加油站共建。

3.3.2 规划数量预测结论

根据预测可知，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站需求大于加气站需求 ，

但考虑远期油改气发展，应逐步增加加气站数量。

因此至规划期末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加气站总数需求控制在 15

座，其中加油站 8座，油气合建站 1座，油气电合建站 6座。近期至 2025 年，

加油加气站总数需求控制在 13 座，其中加油站 6 座，油气合建站 1座，油气电

合建站 6座。

第四章 加油加气站布局规划

4.1 加油加气站与充电站协调规划

1、政策要求

随着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未来进一步建设，规划在区域范围内优先推

广公交、出租车 适当考虑其他车辆，并建设配套的充电设施。结合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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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 年）》按需开展城际快

充网络建设。

2、规划建议

结合加油加气站布点，主要在核心区外环及主要对外道路上考虑建设加油加

气充电合建站服务区 核心区内充电需求由公建、停车场等配建的充电桩解决。

三合一站建设所建设面积及安全距离尚未出台规范，仅可按各自规范要求推

算，因此规划建议以三合一服务区的形式选取占地面积大于 6000 ㎡的加油加气

合建站进行布点。

3、规划布点

本次规划选取核心区结合充电桩建设油、气、电合建站 1座，服务整个片区。

4.2 加油加气站站点建议整合规划

1、整合原则

对于现状站点位于道路同侧距离 800 米以内、站年均销量 1500 吨以下的建

议进行整合。

（2）整合措施

合作、参股、兼并、补偿、迁建等等多种方式。

（3）整合方案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现状富王加油站、红星加油站位于县道两侧，

现状规模较小，距离核心建设区较近，随着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进一步发

展，其功能将被核心区内部规划 7号加油站、规划 8号加油站取代。本次规划予

以拆除整合至规划加油站，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内程家加油站、阳尹加油

站、原任加油站现状选址位置位于村庄道路两侧，规模较小，规划取缔这三座加

油站，则至规划期末 2035 年，共拆除加油站 5座。其余保留加油站通过增加用

地规模、保障防火间距要求整改，确保消防安全。

4.3 布局方案

规划期末，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共建成加油加气站 15 座 ，其中 ：

保留现状加油站 6座，新建加油加气合建站 1座，新建油气电合建站 6座，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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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加油站 2座。

其中核心建设区卤阳湖组团加油加气站 7座，周边乡镇、村庄加油加气站 8

座。

规划加油加气站数量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等级 规模 位置 建设年限 备注

01 中国石油

蒲城党睦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1600 ㎡ 党睦镇镇区

S201沿线西侧

/ 现状保留

02 中国石油

刘集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2400 ㎡ 刘集镇镇区道

路北侧

/ 现状保留

03 梁佳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2400 ㎡ 叱家村南部

S201省道西侧

/ 现状保留

04 中国石油

蒲城秦家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2000 ㎡ 秦家村东部

S201省道东侧

/ 现状保留

05 韩家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1800 ㎡ 殿王韩村西部

S201省道东侧

/ 现状保留

06 中国石油

张桥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1400 ㎡ 张桥镇北部道

路东侧

/ 现状保留

07 规划 1号

油气电合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209 ㎡ 卤阳大道和产

业大道交汇口

2020 年 规划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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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站 西南侧约 100

米

08 规划 2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5960 ㎡ 渭清路和卤阳

大道十字东南

角

2020 年 规划新建

09 规划 3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344 ㎡ 天信路和卤阳

大道十字口西

北侧约 123 米

2020 年 规划新建

10 规划 4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6412 ㎡ 机场西侧富阳

街和卤阳大道

交汇处西南侧

665 米

2020 年 规划新建

11 规划 5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643 ㎡ 天阳大道和富

阳街十字西北

侧约 203 米

2025 年 规划新建

12 规划 6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875 ㎡ 天阳大道和泽

阳街十字口东

南侧约 100 米

2025 年 规划新建

13 规划 7号

加油加气

站

油气合

建站

三级 3122 ㎡ 卤阳湖景区二

期最南侧紧邻

X313

2025 年 规划新建

14 规划 8号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5061 ㎡ 紧邻省道210，

甘庄村东侧

2035 年 规划新建

15 规划 9号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4521 ㎡ 省道 310 和规

划路东南侧

2035 年 规划新建

第五章 近期建设规划

5.1 规划目标

5.1.1 总体目标

规划至 2025 年，按照规划相关内容进行布点，满足片区内油、气、电供应

需求。

5.1.2 总体数量

规划到 2025 年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加油加气站 13 座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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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近期建设布局方案

根据机动车的需求，确定规划至 2025 年加油加气站点共 13 座，其中加油站

6座，油气合建站 1座，油气电合建站 6个。

近期规划加油加气站数量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类型 等级 规模 位置 建设年限 备注

01 中国石油

蒲城党睦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1600 ㎡ 党睦镇镇区

S201 沿线西

侧

/ 现状保留

02 中国石油

刘集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2400 ㎡ 刘集镇镇区

道路北侧

/ 现状保留

03 梁佳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2400 ㎡ 叱家村南部

S201 省道西

侧

/ 现状保留

04 中国石油

蒲城秦家

加油站

加油站 三级 2000 ㎡ 秦家村东部

S201 省道东

侧

/ 现状保留

05 韩家加油

站

加油站 三级 1800 ㎡ 殿王韩村西

部 S201 省道

东侧

/ 现状保留

06 中国石油 加油站 三级 1400 ㎡ 张桥镇北部 / 现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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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桥加油

站

道路东侧

07 规划 1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209 ㎡ 卤阳大道和

产业大道交

汇口西南侧

约 100 米

2020 年 规划新建

08 规划 2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5960 ㎡ 渭清路和卤

阳大道十字

东南角

2020 年 规划新建

09 规划 3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344 ㎡ 天信路和卤

阳大道十字

口西北侧约

123 米

2020 年 规划新建

10 规划 4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6412 ㎡ 机场西侧富

阳街和卤阳

大道交汇处

西南侧665米

2020 年 规划新建

11 规划 5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643 ㎡ 天阳大道和

富阳街十字

西北侧约 203

米

2025 年 规划新建

12 规划 6号

油气电合

建站

油气电

合建站

二级 4875 ㎡ 天阳大道和

泽阳街十字

口东南侧约

100 米

2025 年 规划新建

13 规划 7号

加油加气

站

油气合

建站

三级 3122 ㎡ 卤阳湖景区

二期最南侧

紧邻 X313

2025 年 规划新建

5.3 行动计划重点

加油加气站实施必须遵循“先规划、后实施”原则，无规划依据不得审批建

设项目。不同地区的规划依据亦有所不同：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已覆盖地

区，以该规划为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未覆盖地区，以专项规划为依据。

整改及新建站点的实施取决于土地、经营等众多影响因素，难以完全明确与

落实。加油加气站实施必须遵循“先规划、后实施”原则，无规划依据不得审批

建设项目。不同地区的规划依据亦有所不同：控制性详细规划已覆盖地区，以控

制性详细规划为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未覆盖地区，以专项规划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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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保障机动车动力燃料市场的稳定充足供应，本次规划将以选址规划

形式明确部分新建站点的规划控制要求，以此为新建站点的建设审批提供规划依

据，避免由于新建站点无法落地可能导致的燃料供给不足局面。

基于“为项目实施提供规划依据”的基本目标，本次选址规划参照控制性详

细规划深度，对规划核心建设区范围内规划站点以“图则”形式表述对站点用地

边界、用地性质等基本规划要素的控制要求。

其中，控制性详细覆盖地区的选址方案基本沿用控制性详细控制方案，在保

证站点布设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持既有规划的严肃性，以利于专项规划与法

定规划衔接；控制性详细未覆盖地区的选址方案将依据站点布设原则予以具体确

定。

第六章 规划实施

1、组织编制加油加气站年度实施地块控规

分年度编制新建、扩建加油加气站所在地块控规，可以增加加油加气站用地

建设上位规划的法定性，用地的合理性与刚性。

2、统筹加油加气站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结合《陕西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 年 )》，对于新

建与现状有条件扩建的加油加气站根据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发展需求配

建充电桩。

3、加大规划实施力度

本规划事关城市经济建设、道路交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对促进卤阳湖现

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政府应积极

推动区成品油和车用天然气市场建设，及时研究解决流通中的重大问题，切实保

障规划的实施。

4、制定通则式管理机制

（1）加油加气站建设配建标准方面

如必须配建公厕；需配建充电设施；位于大型物流园区、货运场、大型停车

场或沿物流、货运、进出城通道沿线的加油加气站宜建设成集停车场、汽车修理、

餐厅、宾馆、便利店等多位一体的站点或结合综合配套服务区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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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油加气站布点布置方面

沿同条道路布点的加油加气站宜两侧布置；油、气、电宜合建。

5、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的协调机制

本规划是依法行政、整顿和规范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成品油和车用天

然气市场的重要依据，需要多部门协调，共同推进实施。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

发区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区域成品油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强化与国土、规划、交

通、消防、建设、安监、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配合，特别是要进一步落实加油站土

地供应计划以及土地招、拍、挂等工作，确保规划顺利实施。为节约用地，规划

建议在有需要建设加气站的区域，宜采用与加油站合建的模式。

6、严格市场准入和审批手续

认真贯彻落实商务部《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审查申请

成品油经营企业的资格和条件，保障新建加油站符合规划要求。积极支持具有稳

定油源和相应规模的经营企业进入成品油行业，切实保障成品油市场供应。要严

把项目审批关，杜绝争指标不建设、争指标慢建设、争指标乱建设的情况，加强

对已批项目的跟踪监督，督促企业加快落实建设资金，按照规范、标准完成相关

项目建设，推动全市成品油市场建设步伐。

7、规范行业经营行为

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成品油市场监管各项规章

制度，加强部门监管和企业自律，一是要针对布局不合理的加油站进行优化整合，

对已经审批多年仍未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多年仍未投入使用的加油站进行清理；

二是要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建设和经营的加油站行为，对无证经营、违规建设的

加油站要坚决依法予以取缔，加强新建、迁建和改扩建加油站项目的审批管理和

建设管理，保证安全建设，安全经营；三是要进一步完善成品油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强化市场运行监控，做好市场供应保障。

具备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企业，也要承担维护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秩序

的职责，特别是中石化、中石油两大成品油经营企业要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参与

市场规范和整治工作。有关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责，密切协作，加大监督管理力度，

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8、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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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经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审查批准后，由卤阳湖现代产业

综合开发区商务部门、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组织实施。本规划在实施过程中，任

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程序无权变更。规划主管部门可根据卤阳湖现代产业综合

开发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按照相关法定程序，对规划进行优化调整，报

原审批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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