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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从根本上破解土地资源紧约束背景下公交场站用地落实难、规划实施难困境，深圳

市紧抓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土地二次开发契机，于 2013 年明确转变公交场站发展模式，由传

统“独立占地、功能混合、平面建设”模式向“立体综合车场+配建公交首末站”模式转型，

并发布实施《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以下简称“《指引》（2013版）”），在全市

广泛实施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指引》（2013 版）有力促进了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用地落实

与规划实施，支撑了公交场站发展模式的顺利转型，但在实践过程中亦反映出一系列问题。 

在认真总结近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全面调研及深入理论研究，并广泛征求各方

意见，同时参考国家、行业、深圳市相关规范标准，形成本次修订成果。 

本次修订应用大量的定性定量分析，优化了用地规模阈值、场站最小规模等关键规划

指标；基于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新增了片区统筹规则；结合精细化管理

要求，形成了贯穿配建公交首末站实施全流程的规划审批指引；践行公共政策公众决策理

念，实现了规划、交通、更新、住建等部门与相关规划编制单位及广大市民的多层次多方

式参与，对进一步完善我市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提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指引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场站功能定位；3 规划指引；4 设计指引；5

实施机制。 

本指引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管理，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8009 号规划大厦；邮政编码：518040）。 

本 指 引 编 制 单 位 ：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本指引主要起草人员： 梁对对   邓  琪   邓  娜   梁倩玉   郭  莉 

谭泽芳   胡家琦   王晓波 

本指引主要审查人员： 周  军   唐咏慧   范新泰   杨  涛   徐旭晖 

张正军   马  亮   唐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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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1.1.1 为完善我市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促进配建公交首末站合理规划布局与实施，提升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编制形成《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修订）》，用以指导相关

规划中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落实，同时为规划审批提供参考。 

1.2 编制依据 

1.2.1 本指引是在参照国家、行业、深圳市相关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市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是科学、合理地确定深圳市配建公交首末站功能定位、配置标

准、建设内容等相关指标的地方性推荐标准。 

1.3 适用范围 

1.3.1 本指引是指导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编制、法定图则个案调整及土地整备规划研究等

阶段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落实的重要技术文件，也是相应规划方案审批、建设项目方

案设计审查等规划审批的参考依据。 

1.3.2 本指引适用于深圳市行政区域内结合建设项目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配建公交首末站，

不适用于结合交通枢纽同步建设的配建公交首末站（如轨道接驳公交场站）。 

1.4 编制原则 

1.4.1 科学性原则：紧密结合片区公交出行需求，规划设置规模大小适中、空间布局均衡、

用地复合集约的公交首末站网络体系，支撑常规公交的稳定运营。 

1.4.2 协调性原则：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布局应与既有公交首末站相协调，与片区轨

道交通覆盖情况、综合车场空间分布等相协调。 

1.4.3 公平性原则：在优先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前提下，规划控制指标、片区统筹规则等设定

应尽可能公平公正，同等条件下配建标准统一。 

1.4.4 可实施性原则：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控制标准、片区统筹规则、实施机制设定等，应

与城市规划与管理实际工作紧密衔接，便于操作、可实施。 

1.5 其他 

1.5.1 本指引未规定的相关内容应按现行的相关规范执行。本指引所引用的规范若有修订，

应采用修订后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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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公交场站 

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或为公交车辆提供停放充电、运行调度、管理

维保等活动的场所和空间。自 2013 年起，深圳明确转变公交场站发展模式，并将公交

场站分为两大类：公交首末站和公交综合车场。 

2.0.2 公交首末站 

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并且供公交车辆发车、掉头、轮候以及首班车

夜间停放等活动的公交场站。 

2.0.3 公交综合车场 

为公交车辆提供夜间集中停放、维修保养、充电等功能，同时兼作公交企业营运管理及

指挥调度中心的公交场站。 

2.0.4 配建公交首末站 

基于大型建筑及周边用地的公交出行需求，结合建设项目开发同步配建的公交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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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指引 

3.1 场站设置原则 

3.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配置应与土地利用相协调，应优先在大型居住区、办公区、商业区

以及公共建筑体等主要客流集散点配建公交首末站。 

3.1.2 配建公交首末站应与主体建筑整体设计相协调，降低对主体建筑的负面影响，促进场

站与建筑的有效融合。 

3.1.3 配建公交首末站在地块中的位置，应满足乘客及公交车辆方便到达和离开的原则，宜

近邻现状或近期具备建设条件的规划道路，不宜在交叉路口附近设置；若邻近轨道站

点，应与其无缝接驳。 

3.1.4 综合考虑场站设施的使用效率、车辆运作及充电安全性、与主体建筑兼容性等，配建

公交首末站应采用地面架空式。因条件特别困难而采用其他形式建设时，应保证场站

使用效率，并专题论证其合理性。 

3.2 建筑规模阈值 

3.2.1 建筑规模是衡量新建项目或更新项目是否需要配置公交首末站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

建设项目的建筑规模确定应配置的场站需求。 

3.2.2 需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设项目建筑规模阈值 

3.2.2.1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需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规模阈值应满足表 3.2.2.1 的规定。 

表 3.2.2.1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需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规模阈值（单位：万 m2） 

建筑类型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轨道区 非轨道区 轨道区 非轨道区 轨道区 非轨道区 

居住 8  5  9  5  9  6  

商业办公 9  6  11  7  12  7  

行政办公 11  6  13  8  13  8  

商业服务 8  5  10  6  11  7  

教育医疗 18  10  21  12  25  15  

文体娱乐 5  3  6  4  7  4  

批发零售 12  7  15  9  16  10  

注：（1）上述建筑规模阈值是指达到设置一条公交线路的计容建筑规模（视建设项目所属法定图

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根据 3.5.4 条规定选用建筑规模总量或建筑规模增量，详见“3.5 片

区统筹规则”章节），匡算出来的线路数按四舍五入的原则取整，对应的场站规模参照表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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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类项目中的保障性住房、安居房等，可适当降低配置阈值，提高公交场站供应水平。（3）

新型产业（M0）、物流（W0）类项目参照商业办公类的建筑规模阈值规定。（4）区域 1 指原特

区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区域 2 指原特区外的各层级中心，包括《深圳市

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原特区外城市建设用地密度一、二区；区域 3 是指区域 1 和区域 2 以外

的其他区域。（5）轨道区是指轨道影响区，即现状已建、在建及市政府发布的轨道近期建设规划

中的轨道站点 500m 范围内区域；非轨道区是指轨道影响区以外的区域。 

3.2.2.2 对于混合功能的建设项目，应综合考虑各类用地所产生的公交客流，可根据表 3.2.2.1

的建筑规模阈值匡算各类用地的线路需求，再合算出混合功能建设项目的公交首末

站线路总需求。 

3.3 用地规模阈值 

3.3.1 用地规模是衡量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是否具备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基础条件。根据

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用地规模确定可配置的场站供应。 

3.3.2 可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设项目用地规模阈值 

3.3.2.1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可配置公交首末站的最小用地规模阈值应满足表 3.3.2.1 的规定。 

表 3.3.2.1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可配置公交首末站的用地规模阈值（单位：m2） 

用地性质及代码 区域 1 区域 2 区域 3 

居住用地（R） ≥10000 ≥12000 ≥15000 

商业服务业用地（C） ≥8000 ≥8000 ≥10000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 ≥15000 ≥15000 ≥15000 

注：（1）上述用地规模指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用地规模。（2）商业服务业用地（C）包括表 3.2.2.1

的商业办公、商业服务、批发零售类建设项目。（3）新型产业用地（M0）、物流用地（W0）参

照商业服务业用地规模阈值规定。（4）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GIC）包括表 3.2.2.1 的行政办

公、教育医疗、文体娱乐类建设项目。（5）混合用地参照主导用途的用地规模阈值规定。（6）

区域 1、区域 2、区域 3 与表 3.2.2.1 的建筑规模阈值分区一致。 

3.3.2.2 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用地条件困难，但公交出行需求较大且周边公交首末站配

置严重不足情况下，可适当降低用地规模阈值控制标准，以满足需求。 

3.4 场站建筑面积 

3.4.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应结合用地实际情况，按照规划的公交线路数、高峰时

段的发车频率、候车乘客数、站内交通组织等确定。 

3.4.2 结合公交线路的实际运营需要，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3.4.2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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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配建公交首末站最小建筑面积（单位：m2） 

分级 配建公交首末站最小建筑面积 

2 条及以下线路 1500 

3 条及以上线路 每增加一条线路，增加 700 

注：用地条件困难、建筑设计表明难以设置 1500 m2 公交首末站的建设项目，可适当降低配建公

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标准。 

3.4.3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大于 6000m2 时，宜拆分成若干个进行配建。单个配建公

交首末站的理想规模宜为 3000~4000m2。 

3.5 片区统筹规则 

3.5.1 为加强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与周边既有场站设施的规划协调性，在新建项目或城市更

新项目密集区域有必要加强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片区统筹规划。 

3.5.2 基于各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结果，将全市法定图则地区划分为公交首

末站供应不足、供应充足两类地区（具体分区详见附录 A）。 

3.5.3 采用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规则，指导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落实。供应不足片区重

在弥补公交首末站缺口，供应充足片区重在优化公交首末站布局。 

3.5.4 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规则 

3.5.4.1 当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供应不足片区时，按照建筑规模总量、用地规模“双

控”标准配建公交首末站，即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总量和用地规模同时达到

表 3.2.2.1、表 3.3.2.1 的阈值要求时，则须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面积

按照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总量进行测算，并取其与法定图则规划配建公交首末

站面积的高值。 

3.5.4.2 当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供应充足片区时，按照建筑规模增量、用地规模、

周边 500m 范围内公交场站覆盖情况“三控”标准配建公交首末站，即当且仅当建

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增量、用地规模同时达到表 3.2.2.1、表 3.3.2.1 的阈值要求，

且项目用地几何中心周边 500m 范围内无现状已建、在建、近期预计可建及法定图

则规划配建的公交首末站时，才须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面积按照建

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增量进行测算。 

3.5.4.3 建筑规模总量指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建筑规模增量指与现状相比建设项目实

际增加的规划建筑面积。 

3.5.4.4 在建公交首末站指所属地块已开工建设的公交首末站；近期预计可建公交首末站指

所属地块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公交首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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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根据城市发展需求，适时动态修订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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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指引 

4.1 通则 

4.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站内设施应按照人车分离、车流顺畅和布局紧凑的原则设置，保证功

能齐全、使用方便，实现场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4.1.2 配建公交首末站建筑外观应与周围环境和城市景观相协调，满足相关的建筑设计规范。 

4.1.3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方案、建设标准应符合我市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标准规范

的要求。 

4.2 建设内容 

4.2.1 根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功能要求，站内设施宜包括供客流集散、车辆运营、调度管理、

后勤保障、车辆充电等使用的几部分区域。 

4.2.2 配建公交首末站各区域的建设内容宜满足表 4.2.2 的规定。 

表 4.2.2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内容 

功能 建设内容 

客流集散 人行通道、上/落客区、候车区 

车辆运营 出入口、到/发车位、回车道、蓄车区、消防通道 

调度管理 首末站和车队管理办公室、监控室、调度室 

后勤保障 休息室、设备室、清洁间、茶水间、卫生间 

车辆充电 供配电设施、充电桩、监控室 

4.3 平面布局 

4.3.1 配建公交首末站宜至少有一面临街，且应至少拥有一个与市政道路直接对接的人行出

入口。 

4.3.2 配建公交首末站在保证用地使用效率和公交车辆进出站顺畅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对

建筑物商业价值、商业氛围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4.3.3 平面布局形式 

4.3.3.1 配建公交首末站应根据上盖建筑类型、地块形状、交通组织、场站设施等灵活设置，

宜设置于形状规整、偏方形的地块。 

4.3.3.2 对于偏向狭长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置通道式的配建公交首末站；对于偏向方块形的

地块，可考虑设置环绕式的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基本形式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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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3.4 出入口设置要求 

4.3.4.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出入口应与主体建筑的车行出入口分开设置，且出入口不应设置

在弯道处；若因条件限制设置在弯道处时，应满足公交车辆的转弯加宽要求。 

4.3.4.2 出入口宜设置在次干路、支路上，或主干路和快速路辅道上，不宜直接设置在主干

道或快速路上，并应避免邻近平面交叉口。 

4.3.4.3 出口和入口宜分开设置，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7m，若合并设置，有效宽度不应小于

12m。 

4.3.4.4 配建公交首末站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或机动车出入口的距离，应符合国家及我市道

路交叉口和机动车出入口开设的相关规定。 

4.3.5 站务用房设置要求 

4.3.5.1 站务用房应根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用地条件、平面布局等灵活布置，宜与建筑物相

融合，集约利用站内空间资源。 

4.3.5.2 站务用房应与场地同层建设；若条件限制，按两层形式建设，其中调度室、监控室、

卫生间和配电室等用房应与场地同层设置，其他用房宜设置在场地的上一层。 

4.3.5.3 站务用房面积不宜超过配建公交首末站总面积的 15%。 

4.4 空间布局 

4.4.1 配建公交首末站应采用地面架空式。条件特别困难采用其他形式建设时，应保证场地

使用效率，并专题论证其合理性。  

4.4.2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层高应满足公交车辆安全通行、建筑结构竖向布局和各类管道

设置等要求，公交车辆通行区域的净空高度应不低于 3.8m。 

4.4.3 行车道坡道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 中的规定，且直线坡道坡度应不大

于 6%，曲线坡道坡度应不大于 5%。  

4.4.4 站务用房净高应不小于 2.6m。在条件受限及场内净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多层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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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机制 

5.1 行政审批流程 

5.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行政审批按照与新建项目或更新项目同步审批的原则执行，主要涉

及五个阶段：土地出让及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

竣工验收阶段与不动产登记阶段。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办理施工许可

竣工验收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移交相应主管部门

其他公共配套设施配建公交首末站

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审查

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招拍挂取得土地使用权

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更新专项规划》获批

土地出让及用地

规划许可阶段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阶段

施工许可阶段

开工建设

竣工验收阶段

不动产登记

阶段 移交交通主管部门 建设项 目主体

不 动 产 登 记

 
图 5.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行政审批流程图 

5.1.2 土地出让及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移交方式、产权归属、接收部

门等基本要求。 

5.1.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与主体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审查进程相一致，由规划主管部门

和交通主管部门对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方案同步进行并联审查，并由交通主管部门

先行出具专业审查意见。同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

的主要设计要求。 

5.1.4 施工许可阶段，配建公交首末站与主体建设项目同步建设。 

5.1.5 竣工验收阶段，规划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联合对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内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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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验收，并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后的实际

建筑面积。 

5.1.6 不动产登记阶段，依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要求，必须先行办理配建公交首

末站及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的移交手续，签订实物移交协议，再办理不动产登记，以保

障公共利益。为便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日常管理、运营维护及公交企业使用，配建公

交首末站宜统一移交至市交通主管部门。 

5.2 规划审批要点 

5.2.1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行政许可要点 

5.2.1.1 在总建筑面积及分项指标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 

5.2.1.2 在产权及移交方式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移交方式、产权归属、接收部门等，

规定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验收合格后产权归政府。 

5.2.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2.1 在总建筑面积及分项指标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是否计容等基本

要求。 

5.2.2.2 在退红线及建筑总体布局部分，视需要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形式、在地块中

的大致位置、与轨道站点的接驳要求、出入口设置要求等。 

5.2.2.3 在备注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设计方案应征得市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 

5.2.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3.1 在总图和附图中，明确表达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平面布局、空间布局等主要设计要求，

具体设计方案应与经交通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方案相一致。 

5.2.3.2 在备注部分，视需要注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等主要规划控制要

求。 

5.2.4 《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4.1 在备注部分，注明根据《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后的实际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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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各行政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A.0.2.1  罗湖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布心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10 文锦渡-北斗地区 供应不足 

2 泥岗地区 供应充足 11 东门地区 供应不足 

3 银湖地区 供应充足 12 水贝地区 供应不足 

4 清水河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13 罗湖商业中心区 供应不足 

5 碧波花园地区 供应不足 14 中兴路地区 供应不足 

6 笋岗地区 供应不足 15 红岭-通新岭地区 供应不足 

7 莲塘地区（修编） 供应不足 16 大头岭地区 供应不足 

8 太安路地区 供应不足 17 黄贝岭地区 供应不足 

9 新秀罗芳地区 供应不足 18 深圳水库地区 供应不足 

A.0.2.2  福田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安托山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16 车公庙地区 供应不足 

2 笔架山公园地区 供应充足 17 八卦岭地区 供应不足 

3 上沙下沙地区 供应充足 18 华强北地区 供应不足 

4 福田汽车站地区 供应充足 19 石厦益田地区 供应不足 

5 皇岗口岸地区 供应充足 20 莲花北、冬瓜岭地区 供应不足 

6 梅林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21 景田地区 供应不足 

7 香蜜湖地区 供应充足 22 滨河地区 供应不足 

8 福田南地区 供应不足 23 福华新村地区 供应不足 

9 彩电工业区地区 供应不足 24 黄木岗北-体育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10 皇岗公园地区 供应不足 25 金三角地区 供应不足 

11 福田保税区 供应不足 26 莲花村地区 供应不足 

12 福田中心区（修编） 供应不足 27 园岭地区 供应不足 

13 新洲金地地区 供应不足 28 中心公园地区 供应不足 

14 农科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29 竹子林地区 供应不足 

15 白沙岭地区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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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3  南山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西丽中心区地区 供应充足 11 红树湾地区 供应不足 

2 华侨城地区 供应充足 12 蛇口地区 供应不足 

3 前海片区 供应充足 13 前海湾物流园区 供应不足 

4 塘朗山地区 供应充足 14 龙珠地区 供应不足 

5 赤湾地区 供应不足 15 曙光仓储地区 供应不足 

6 大学城地区 供应不足 16 大南山地区 供应不足 

7 妈湾地区 供应不足 17 大新地区 供应不足 

8 同乐地区 供应不足 18 南油地区 供应不足 

9 后海湾-东角头地区 供应不足 19 高新技术区(修编) 供应不足 

10 西丽水库地区 供应不足 20 后海地区 供应不足 

A.0.2.4  盐田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盐田港后方陆域地区

（修编） 
供应充足 4 沙头角地区 供应不足 

2 小梅沙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5 盐田港地区 供应不足 

3 盐田后方陆域西南地区 供应充足 6 大梅沙片区 供应不足 

A.0.2.5  宝安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沙井中心地区北片 供应充足 12 松岗东地区 供应不足 

2 立新水库片区 供应充足 13 沙井共和地区 供应不足 

3 新安南地区 供应充足 14 福永桥头地区 供应不足 

4 西乡平栾山、铁仔山片区 供应充足 15 西乡桃源地区 供应不足 

5 沙井中心地区南片 供应充足 16 西乡固戍西地区 供应不足 

6 福永凤凰地区 供应充足 17 松岗燕罗地区 供应不足 

7 沙井中心地区西片 供应充足 18 松岗中心地区西片 供应不足 

8 松岗燕川地区 供应充足 19 西乡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9 西乡固戍东地区 供应充足 20 松岗中心地区北片 供应不足 

10 福永桥头北地区 供应不足 21 松岗潭头地区 供应不足 

11 机场东地区 供应不足 22 福永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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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沙井长流陂水库西地区 供应不足 34 石岩东地区 供应不足 

24 石岩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35 海上田园东地区 供应不足 

25 沙井中心地区东片 供应不足 36 西乡老城地区 供应不足 

26 福永东地区 供应不足 37 松岗江边地区 供应不足 

27 松岗西北地区 供应不足 38 松岗沙浦片区 供应不足 

28 宝安中心区 供应不足 39 立新水库北地区 供应不足 

29 新安上川片区 供应不足 40 
铁岗-石岩水库地区 

(修编) 
供应不足 

30 沙井新桥地区 供应不足 41 沙井步涌-后亭地区 供应不足 

31 松岗中心地区南片 供应不足 42 
海上田园风光及 

周边片区 
供应不足 

32 松岗中心地区东片 供应不足 43 西乡铁岗地区 供应不足 

33 福永西地区 供应不足 44 西乡麻眉山片区 供应不足 

A.0.2.6  龙岗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布吉中心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18 辅城坳-新木地区 供应不足 

2 大运新城地区 供应充足 19 坂田北地区 供应不足 

3 坂田南地区 供应充足 20 坪西地区 供应不足 

4 新南-鹅公岭地区 供应充足 21 六约北地区 供应不足 

5 龙平地区 供应充足 22 罗岗地区 供应不足 

6 龙西五联地区 供应充足 23 山厦地区 供应不足 

7 水径地区 供应充足 24 坪东地区 供应不足 

8 宝龙东-新布地区 供应充足 25 荷坳地区 供应不足 

9 横岗大康－安良片区 供应充足 26 爱联地区 供应不足 

10 横岗中心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27 回龙埔及龙城公园地区 供应不足 

11 大康地区 供应充足 28 荷康地区 供应不足 

12 南约地区 供应充足 29 石芽岭地区 供应不足 

13 平湖凤凰山地区 供应充足 30 龙岗大埔片区 供应不足 

14 平湖中心地区 供应充足 31 上李朗地区 供应不足 

15 坪地吉坑地区 供应充足 32 龙东地区 供应不足 

16 坪地中心地区 供应充足 33 南联地区 供应不足 

17 沙背坜地区 供应充足 34 布吉老街地区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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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李朗-良安田地区 供应充足 42 八仙岭地区 供应不足 

36 横岗老墟镇地区 供应不足 43 宝龙东地区 供应不足 

37 六约南地区 供应不足 44 高桥地区 供应不足 

38 丹竹头地区 供应不足 45 南岭-求水山地区 供应不足 

39 三联地区 供应不足 46 横岗西坑地区 供应不足 

40 宝龙工业城地区 供应不足 47 吉祥路地区 供应不足 

41 新生地区 供应不足 48 龙岗中心城中心区 供应不足 

A.0.2.7  光明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凤凰碧眼片区 供应充足 9 公明薯田蒲地区 供应不足 

2 公明田寮-玉律片区 供应充足 10 公明中心地区(修编) 供应不足 

3 
光明中心地区 
（老城东片区） 

供应充足 11 公明中心北地区 供应不足 

4 
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东片区 
供应不足 12 公明将石地区 供应不足 

5 
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西片区 
供应不足 13 光明北地区 供应不足 

6 公明中心地区南片地区 供应不足 14 白花地区 供应不足 

7 公明北地区 供应不足 15 公明楼村地区 供应不足 

8 光明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A.0.2.8  坪山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坪山中心区 供应充足 10 沙田地区 供应不足 

2 坪山坪环地区（修编） 供应充足 11 燕子岭及石井地区 供应不足 

3 坑梓龙田地区 供应充足 12 金沙地区 供应不足 

4 坪山中心(老城)地区 供应充足 13 聚龙山地区 供应不足 

5 沙湖-碧岭地区 供应不足 14 坑梓沙砾地区 供应不足 

6 竹坑地区 供应不足 15 上洋地区 供应不足 

7 出口加工区地区(修编) 供应不足 16 田心田头地区 供应不足 

8 江岭-沙壆地区 供应不足 17 松子坑水库地区 供应不足 

9 坑梓中心及老坑地区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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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9  龙华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观澜樟坑径片区 供应充足 12 油松地区 供应不足 

2 观澜大水坑地区 供应充足 13 龙华旧城核心地区 供应不足 

3 大浪石凹片区 供应充足 14 大浪西南地区 供应不足 

4 民治中心地区 供应充足 15 民乐地区 供应不足 

5 观澜中心地区西片 供应充足 16 清湖地区 供应不足 

6 观澜竹园片区 供应充足 17 观澜东地区 供应不足 

7 龙华新城核心地区 供应充足 18 大浪南地区 供应不足 

8 观澜老中心地区北片 供应充足 19 大浪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9 观澜老中心地区南片 供应不足 20 观澜北(企坪)地区 供应不足 

10 观澜西北地区 供应不足 21 观澜新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11 大浪东地区 供应不足    

A.0.2.10 大鹏新区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序号 图则名称 供需分区 

1 龙歧湾-水头地区 供应充足 8 桔钓沙地区 供应不足 

2 下沙迭福地区 供应充足 9 西冲地区 供应不足 

3 溪涌地区 供应充足 10 新大-东山地区 供应不足 

4 土洋、官湖地区 供应不足 11 坝光地区 供应不足 

5 葵涌中心地区 供应不足 12 南澳中心区 供应不足 

6 大鹏中心区 供应不足 13 东涌地区 供应不足 

7 大鹏鹏城地区 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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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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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指引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规范/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的要求（或规定）”。 

3.  条文中非必须按所指定的规范/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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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文件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 5132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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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1.1.1 本指引旨在通过指导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编制、法定图则个案调整及土地整备规

划研究等相关规划中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合理规划布局与实施，支撑“立体综合车场+

配建公交首末站”建设模式的顺利转型，进一步完善我市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并

逐步提升公交场站设施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同时为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报建、

审批等行政管理提供参考。 

1.2 编制依据 

1.2.1 本指引的编制，首先参照国家规范及深圳市相关规范标准的有关内容；其次，在借

鉴国内外经验与总结深圳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与实

际情况，科学地编制适合深圳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设计指引。 

1.3 适用范围 

1.3.1 深圳市行政区范围内的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编制、法定图则个案调整及土地整备

规划研究等阶段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落实工作，应按照本指引执行，具体法定图

则有特定规划要求的除外。 

公交场站规划体系应包括宏观层面的全市性公共交通总体规划、中观层面的分区域

公交场站专项规划及在其指导下的法定图则地区公交场站规划、微观层面结合城市

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或新建项目规划研究的公交场站规划。城市更新、个案调整中的

公交场站规划仅是对法定图则等片区层面公交场站规划布局的局部调校，不能替代

片区层面（尤其是法定图则地区）公交场站的规划编制。 

1.4 编制原则 

1.4.1 本指引遵循科学性、协调性、公平性、可实施性原则，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应紧密

结合片区的公交出行需求，同时应加强与周边既有公交场站设施、轨道交通等的协

调性；配建指引的制定应在优先保障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同时应与

实际规划管理工作紧密衔接，便于操作、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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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指引 

3.1 场站设置原则 

3.1.1 为使公交首末站的布局更合理、覆盖范围更广、服务水平更高，配建公交首末站的

规划建设应与城市土地利用、道路网、公交线网以及其他交通方式相协调，优先设

置在人流集中、客流集散量较大的地方，便于乘客快速、安全集散和换乘。 

根据《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公交场站纳入城市旧

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计划，作为新建居住小区、开发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

目配套建设的一项内容，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我

市正处于城市规划建设以“二次开发”为主的转型时期，公交场站的建设与城市更

新紧密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1.2 作为大型建筑的公共配套设施之一，配建公交首末站一方面应与主体建筑整体设计

相协调，降低对主体建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宜通过设置楼梯、扶梯或电梯等

设施，将配建首末站与主体建筑紧密衔接，促进场站设施与建筑有效融合，提高场

站设施的便利性。 

3.1.3 配建首末站在地块中的位置与主体建筑的功能密切相关。大型居住区的配建公交首

末站宜设置在小区边缘，减少对居住区的不利影响；商业办公区的配建公交首末站

宜设置在背街面，尽量减少对商业整体业态的影响。同时，应确保乘客和公交车辆

方便到达或离开；附近有轨道站点时，应加强配建首末站与轨道站点的无缝接驳，

引导公交出行。 

3.1.4 考虑综合场站设施的使用效率、公交车辆运行安全性、场站及与主体建筑的兼容性、

充电设施的消防要求等因素，配建公交首末站不应设置在地下。因为当配建公交首

末站设置在地下时，公交车辆的爬坡一般会带来噪声等负面影响，而且上下坡道的

设置会增加场站的用地需求，不利于场站与主体建筑的有效融合；此外，消防部门

要求公交充电桩不宜设置于地下，因此建议配建公交首末站应设置于地面架空层。

若条件特别困难采用其他形式建设时，应保证场站使用效率，并专题论证其合理性。 

3.2 建筑规模阈值 

3.2.1 作为常规公交发展的重要支撑，场站设施的完善与否关系着公交运营效率和服务水

平。为实现“门到门”、高品质的公交服务，公交首末站需紧密结合市民的公交出

行需求，与大型居住区、商办区、公配设施等新建或更新项目同步配套建设。那么，

如何衡量新建项目或更新项目是否需要配建公交首末站呢？指引采用建设项目的建

筑规模衡量是否需要配建公交首末站，并研究提出达到设置一条公交线路的计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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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规模阈值。 

3.2.2 基于公交供需平衡原则，研究提出需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各类建设项目的建筑规模阈

值标准。近年来实践表明，表 3.2.2.1 的建筑规模阈值设置较为合理，因此本次修订

未进行调整。 

3.2.2.1 新建项目或更新项目需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规模阈值计算方法：首先建立新建或

更新项目建筑开发量、规划人口（岗位）与公交出行需求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公

交场站供需平衡，测算多大开发规模的建筑应配建一条公交线路。参考《深圳市绿

色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和借鉴香港经验，新建或更新项目需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

规模阈值测算思路如下： 

建筑开发规模/
规划人口（岗位）

机动化出
行总量

公交需求

线路单向
配车数

每辆标准
车运力

公交供给

机动化
出行率

首末站使
用比例

建筑规模
配置阈值

平均换
乘系数

首末站分
担率

常规公交
分担率

 

图 1 建筑规模配置阈值测算思路 

式 1：场站需求=建筑开发量/人均居住、岗位面积×人均机动化出行率×常规公交分

担率×平均换乘系数×首站使用比例 

式 2：场站供给=线路单向配车数×每辆标准车运力×首站分担率 

式 3：需配场站的建筑规模=线路单向配车数×每辆标准车运力×首站分担率/（人均

机动化出行率×常规公交分担率×平均换乘系数×首站使用比例）×人均居住、岗位面

积 

其中：根据现状调查，我市单条线路单向平均配车数约 10 辆，每标台公交车运力不

足 400 人次/日；参考香港经验，为满足较高的公交服务水平，假设线路首末站占全

线运力的比例为 15%，即首站分担率取 15%；参照《深圳市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市

五年实施计划》的公交分担率规划目标，2020 年公交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达到 60%

以上，结合模型测试结果，假设轨道影响区的常规公交占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取 25%，

非轨道影响区取 42%；根据居民出行调查分析，平均换乘系数为 1.2；合理安排中

途站与首站，使场站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借鉴香港经验，公交客流选用首站的比例

取 60%，即首站使用比例为 60%；人均面积是通过建筑量统计；人均机动化出行率

是根据交通模型测算结果，参数具体取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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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建筑类型的人均面积和人均机动化出行率测算值 

建筑类型 
人均居住（岗位）

面积（m2） 
人（岗）均机动化出行率（人次/日） 

原特区内 原特区外各级中心区 其他 
居住 31.3 2.02 1.76 1.69 

商业办公 29.6 1.56 1.30 1.27 
行政办公 48.0 2.22 1.89 1.81 
商业服务 36.7 2.40 1.93 1.65 
教育医疗 77.8 2.21 1.86 1.58 
文体娱乐 24.0 2.40 1.93 1.65 
批发零售 44.1 1.88 1.51 1.36 

利用上述计算公式（式 3）与相关参数，测算出不同建筑类型建设项目需配建公交

首末站的建筑规模阈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3.2.2.1。为了便于操作，利用表 3.2.2.1

配置阈值测算的新建项目线路需求按“四舍五入”原则取整。 

本次修订基于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将所有法定图则地区划分为公交首末站供

应不足、供应充足两类地区，并新增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规则内容（详见条文“3.5 

片区统筹规则”）。根据条文 3.5 章节相关规定，供应不足、供应充足两类地区公交

首末站的配建要求、规模测算方法不同。其中，供应不足地区，按建设项目的规划

建筑规模总量，依据表 3.2.2.1 判断是否需配建公交首末站，并测算需设置的线路条

数；供应充足地区，按建设项目的建筑规模增量（与现状相比），依据表 3.2.2.1 判

断是否需配建公交首末站，并测算需设置的线路条数。 

由于小户型居住小区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拥车水平也相对较低，其客流出行主要

采用公交出行方式，故其建筑规模阈值可适当降低，以满足更多的公交出行需求。

因此，对于保障性住房、安居房等户型较小的居住小区，可适当降低配建阈值，提

高配建水平。具体降低幅度结合建设项目周边的轨道覆盖、道路交通、场站供应等

条件综合确定。 

结合近年来新型产业（M0）、物流（W0）类项目的建设情况，其交通出行特征与商

业办公类建筑较为相似。因此，本次修订明确规定新型产业（M0）、物流（W0）类

项目的建筑规模阈值参照商业办公类建筑执行。 

针对工业地块，规划认为单个工业地块的公交出行需求通常较低，可依靠过境公交

线路承担，无须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成片工业区须从片区整体出发，如结合法定

图则编制或修编等，统筹规划工业区的公交首末站设施。 

为体现不同区域公交客流的差异性，将全市划分为三个区域：原特区内、原特区外

的各级中心区、以及其他区域。 

为便于规划管理，本条明确了轨道区与非轨道区具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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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对于混合功能的建设项目，应综合考虑各类用地所产生的公交客流，根据表 3.2.2.1

按下式分别匡算各类建筑所需的公交线路数，再求和，当且仅当求和结果大于等于

1 时，才须配建公交首末站，并对求和结果四舍五入取整，得到混合功能建设项目

整体需设的公交线路数。 

式 4：需配线路数=∑（不同类型建筑规模/不同建设项目需设线路的建筑规模阈值） 

因新型产业（M0）、物流（W0）类项目建设项目的配套宿舍的服务人口与主导功能

存在重叠，按式 4 匡算混合功能建设项目需配线路数时，可不计入配套宿舍的建筑

规模。 

3.3 用地规模阈值 

3.3.1 用地规模是衡量建设项目是否具备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基础条件。综合考虑不同类型

用地的公共配套设施需求、商业价值等因素，《指引》（2013 版）研究提出新建或更

新项目可用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用地规模阈值标准。近年来实践表明，《指引》（2013

版）提出的用地规模阈值标准偏低，部分用地规模较小地块在落实地库出入口、人

行出入口、沿街商业街面等建筑布局基本要素后，通常很难进行配建公交首末站的

规划布局。因此，本次修订重点研究用地规模阈值的调整。 

3.3.2 统计数据表明，与表 3.2.2.1 的建筑类型相对应，居住（R 类）、商业服务业（C 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GIC 类）三类用地为公交首末站的主要配建对象，也是本次

用地规模阈值调整的主要研究对象。 

为研究提出科学合理的用地规模阈值，本次修订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按照

如下思路展开研究（见图 2）： 

规划配建首末站的用地规模分析

C类

用地规模阈值调整的初步建议

用地规模阈值调整的最终建议

规划未建地块的用地规模分析

近年来配建首末站规划经验总结 规划未建地块用地规模特征分析

全市既有规划首末站总量充足 近期大部分片区仍供不应求

规划未建地块可配建首末站规模

能否满足全市未来新增首末站

预期规模？

R类 GIC类 C类R类 GIC类

N
再调整

 
图 2  用地规模配置阈值调整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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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统计分析既有规划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各类用地（R 类、C 类、GIC 类）规模

情况，总结近年来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经验；并统计分析全市规划未建地块的用

地规模特征。其次，结合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对全市未来需新增的配建首末

站预期总量进行判断。最后，借鉴近年来配建首末站规划经验，结合规划未建用地

规模特征，基于对全市未来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预期总量的判断，通过不断试探、

调整、反复迭代，研究提出科学合理的用地规模阈值调整建议。 

按照上述思路，通过大量的量化分析，研究提出不同类型建设项目可配建公交首末

站的用地规模控制标准，具体可参照表 3.3.2.1 执行。 

与《指引》（2013 版）相比，修订后的用地规模阈值采用分区分类原则，以体现不

同区域位置、不同功能用地集约节约利用要求不同等差异性。 

混合用地（如 R+C、C+R）参照主导用途的用地规模阈值规定。 

3.4 场站建筑面积 

3.4.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应结合用地实际情况，按照规划的公交线路数、高峰

时段的发车频率、候车乘客数、站内交通组织等确定。 

《指引》（2013 版）借鉴上海公交首末站最小规模的匡算方法，依据深圳公交场站设

计标准推算出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控制指标。近年来实践表明，配建公

交首末站建筑面积过小时，通常因高峰期蓄车位不足难以满足常规公交日常运营管

理需要。 

3.4.2 本次修订结合场站主管部门的诉求、公交线路的运营需求、现状场站的使用情况，

以及近年来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经验，通过定性定量分析，研究提出配建公交首

末站最小建筑面积调整建议。 

根据交通主管部门的诉求，配建公交首末站适用面积应为 3000m2 以上，最小建筑面

积应为 1500m2。若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小于 1500m2，扣除柱网、坡道面积

并考虑场站用地通常不规整等因素后，蓄车位数量通常不足，导致公交线路高峰时

段实际运营不便。 

经调研市交通运输局及公交运营企业，公交快线、干线普遍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至

少配置 1 个到车位、1 个发车位和 3~5 蓄车位/线路；支线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至少

配置 1 个到车位、1 个发车位和 1~3 蓄车位/线路；综上，公交线路日常运营要求配

建公交首末站的基本配置应满足 1 个到车位、1 个发车位及 3~4 蓄车位/线路。根据

近年来的设计经验，达到上述基本配置的公交首末站至少需 1200m2。 

经调研，现状建筑面积为 1200m2 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虽可满足 1 条线路的运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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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场站管理及运维成本较高；而建筑面积为 1500m2 的配建公交首末站基本可满足 2

条公交线路的运营需要，且无须增加场站管理及调度人员，因此经济性、实用性及

线路布设的灵活性等更好。综上，建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标准提高至

1500m2。 

此外，根据近年来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经验，《深圳市民用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

计导则》（修编稿）提出：长方形配建公交首末站，每增加运营一条公交线路，所需

要增加的场站面积约为 700m2；方形配建公交首末站，每增加运营一条公交线路，

所需要增加的场站面积约为 756m2。 

 

图 3  长条形站：每增加 1 条线路需要约 700m2 场站面积 

 

图 4  方形站：每增加 1 条线路需要约 756m2 场站面积 

综上分析，本次修订建议适当上调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标准，即服务 2

条及以下线路的配建公交首末站最小建筑面积不低于 1500m2；服务 3 条及以上线路

的配建公交首末站，每增加 1 条线路，场站面积增加 700m2。 

当建设项目用地困难，且建筑设计表明难以设置建筑面积为 1500m2 的配建公交首末

站时，可适当降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最小建筑面积标准，重点通过精细化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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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场站使用效率。 

3.4.3 当配建公交首末站面积过大时，宜拆分成若干个进行配建，以加强与主体建筑的兼

容性。根据交通主管部门及公交运营企业反馈，单个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理想规模宜

为 3000~4000m2。因此，当配建公交首末站建筑面积大于 6000m2 时，宜拆分设置。 

3.5 片区统筹规则 

3.5.1 《指引》（2013 版）要求用地规模、建筑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的建设项目，均需

配建一定规模的公交首末站。这种“一刀切”政策大力促进了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

落实与实施，但在城市更新全面推进阶段面临新着增配建公交首末站与周边场站设

施如何规划协调等问题，且难以满足城市规划管理日益精细化要求。因此，为加强

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与周边既有场站设施的协调性，统筹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

密集区域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规划布局，有必要加强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片区统筹规划。 

3.5.2 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结果表明，若计入规划未建的独立占地公交首末站，全市

既有规划公交首末站总量上基本可满足未来发展需求，但空间分布上既有规划公交

首末站与各片区实际场站需求不尽匹配，远期部分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应仍

存在不足。基于上述判断，本次修订依据各片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将全市法定

图则地区划分为公交首末站供应不足、供应充足两类地区，并给出具体的公交首末

站供需分区指引，详见附录 A。 

3.5.3 鉴于不同片区公交首末站供需情况具有差异性，为区域差异化地加强配建公交首末

站片区统筹规划，本次修订的规划导向为：供应不足片区重在弥补公交首末站的规

模缺口，供应充足片区重在优化公交首末站的规划布局。 

3.5.4 按照上述规划导向，本次修订提出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规则：供应不足片区，当

建设项目的建筑规模总量和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时，则须配建公交首末站，

并按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总量测算需配建的首末站规模，并取其与法定图则规

划配建公交首末站面积的高值；供应充足片区，适当放宽公交首末站的配建要求，

当且仅当建设项目的建筑规模增量、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且项目用地几何

中心周边 500m 范围内无现状已建、在建、近期预计可建及法定图则规划配建的公

交首末站时，才须配建公交首末站，并按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增量测算需配建

的公交首末站规模。 

为统一规划管理，明确建筑规模总量指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建筑规模增量指

与现状相比建设项目实际增加的规划建筑面积。 

同时，明确在建、近期预计可建公交首末站的时间节点要求。其中，在建公交首末

站指所属地块已开工建设的公交首末站；近期预计可建公交首末站指所属地块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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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公交首末站。 

3.5.5 为及时解决因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或建筑增量累积导致片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发

生变化这一问题，须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建议根据城市发展需求，适时评估各法定

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情况，并动态修订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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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指引 

4.1 通则 

根据深圳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关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方案设计须经交通

主管部门与规划国土部门同步审查，并由交通主管部门先行出具专业审查意见。因

此，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方案、建设标准应符合交通主管部门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4.2 建设内容 

参考《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深圳市民用

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修编稿），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提出配建公交首

末站的功能分区建议及各区的具体建设内容。 

4.3 平面布局 

参考《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深圳市民用

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修编稿）的相关规定，提出配建公交首末站在地块

中的布设位置、平面布局形式、出入口及站务用房的相关设置要求，指导规划阶段

配建公交首末站关键规划设计指标的确定。为与设计阶段良好衔接，相关指标与交

通主管部门执行的《深圳市民用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修编稿）进行了良

好对接，以避免规划与设计阶段要求冲突问题。 

4.4 空间布局 

参考《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深圳市民用

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修编稿）的相关规定，对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形

式、建筑层高、坡道坡度和站务用房层高等关键规划设计指标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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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机制 

5.1 行政审批流程 

贯彻落实《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施工许可管理规定》（市政府第 310 号令）、《深

圳市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报建登记实施办法》（市政府第 311 号令）等关于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的最新规定，提出配建公交首末站实施全过程的行政审批流程，以及各

阶段的重点审批内容，指导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管理。 

5.2 规划审批要点 

结合我市建设项目规划审批的相关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规划行政许可中关于配建公

交首末站的相关规定，明确土地出让、规划许可、工程许可及规划验收阶段关于配

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审批要点，以促进公交场站配建制度的公正合法、可持续推广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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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基于各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结果，将全市法定图则地区划分为公交首末站供应不足、供应充足两类地区（具体分区详见附录A）。
	3.5.3 采用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规则，指导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规划落实。供应不足片区重在弥补公交首末站缺口，供应充足片区重在优化公交首末站布局。
	3.5.4 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规则
	3.5.4.1 当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供应不足片区时，按照建筑规模总量、用地规模“双控”标准配建公交首末站，即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总量和用地规模同时达到表3.2.2.1、表3.3.2.1的阈值要求时，则须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面积按照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总量进行测算，并取其与法定图则规划配建公交首末站面积的高值。
	3.5.4.2 当新建项目或城市更新项目位于供应充足片区时，按照建筑规模增量、用地规模、周边500m范围内公交场站覆盖情况“三控”标准配建公交首末站，即当且仅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增量、用地规模同时达到表3.2.2.1、表3.3.2.1的阈值要求，且项目用地几何中心周边500m范围内无现状已建、在建、近期预计可建及法定图则规划配建的公交首末站时，才须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面积按照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规模增量进行测算。
	3.5.4.3 建筑规模总量指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建筑规模增量指与现状相比建设项目实际增加的规划建筑面积。
	3.5.4.4 在建公交首末站指所属地块已开工建设的公交首末站；近期预计可建公交首末站指所属地块已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公交首末站。

	3.5.5 根据城市发展需求，适时动态修订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4 设计指引
	4.1 通则
	4.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站内设施应按照人车分离、车流顺畅和布局紧凑的原则设置，保证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实现场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
	4.1.2 配建公交首末站建筑外观应与周围环境和城市景观相协调，满足相关的建筑设计规范。
	4.1.3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方案、建设标准应符合我市交通主管部门制定的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4.2 建设内容
	4.2.1 根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功能要求，站内设施宜包括供客流集散、车辆运营、调度管理、后勤保障、车辆充电等使用的几部分区域。
	4.2.2 配建公交首末站各区域的建设内容宜满足表4.2.2的规定。

	4.3 平面布局
	4.3.1 配建公交首末站宜至少有一面临街，且应至少拥有一个与市政道路直接对接的人行出入口。
	4.3.2 配建公交首末站在保证用地使用效率和公交车辆进出站顺畅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对建筑物商业价值、商业氛围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4.3.3 平面布局形式
	4.3.3.1 配建公交首末站应根据上盖建筑类型、地块形状、交通组织、场站设施等灵活设置，宜设置于形状规整、偏方形的地块。
	4.3.3.2 对于偏向狭长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置通道式的配建公交首末站；对于偏向方块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置环绕式的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基本形式参见附录B。

	4.3.4 出入口设置要求
	4.3.4.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出入口应与主体建筑的车行出入口分开设置，且出入口不应设置在弯道处；若因条件限制设置在弯道处时，应满足公交车辆的转弯加宽要求。
	4.3.4.2 出入口宜设置在次干路、支路上，或主干路和快速路辅道上，不宜直接设置在主干道或快速路上，并应避免邻近平面交叉口。
	4.3.4.3 出口和入口宜分开设置，有效宽度不应小于7m，若合并设置，有效宽度不应小于12m。
	4.3.4.4 配建公交首末站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或机动车出入口的距离，应符合国家及我市道路交叉口和机动车出入口开设的相关规定。

	4.3.5 站务用房设置要求
	4.3.5.1 站务用房应根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用地条件、平面布局等灵活布置，宜与建筑物相融合，集约利用站内空间资源。
	4.3.5.2 站务用房应与场地同层建设；若条件限制，按两层形式建设，其中调度室、监控室、卫生间和配电室等用房应与场地同层设置，其他用房宜设置在场地的上一层。
	4.3.5.3 站务用房面积不宜超过配建公交首末站总面积的15%。


	4.4 空间布局
	4.4.1 配建公交首末站应采用地面架空式。条件特别困难采用其他形式建设时，应保证场地使用效率，并专题论证其合理性。
	4.4.2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层高应满足公交车辆安全通行、建筑结构竖向布局和各类管道设置等要求，公交车辆通行区域的净空高度应不低于3.8m。
	4.4.3 行车道坡道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中的规定，且直线坡道坡度应不大于6%，曲线坡道坡度应不大于5%。
	4.4.4 站务用房净高应不小于2.6m。在条件受限及场内净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考虑多层设置。


	5 实施机制
	5.1 行政审批流程
	5.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行政审批按照与新建项目或更新项目同步审批的原则执行，主要涉及五个阶段：土地出让及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竣工验收阶段与不动产登记阶段。
	5.1.2 土地出让及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移交方式、产权归属、接收部门等基本要求。
	5.1.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与主体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审查进程相一致，由规划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对配建公交首末站的设计方案同步进行并联审查，并由交通主管部门先行出具专业审查意见。同时，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主要设计要求。
	5.1.4 施工许可阶段，配建公交首末站与主体建设项目同步建设。
	5.1.5 竣工验收阶段，规划主管部门和交通主管部门联合对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内容进行规划验收，并在《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中，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
	5.1.6 不动产登记阶段，依据《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要求，必须先行办理配建公交首末站及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的移交手续，签订实物移交协议，再办理不动产登记，以保障公共利益。为便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日常管理、运营维护及公交企业使用，配建公交首末站宜统一移交至市交通主管部门。

	5.2 规划审批要点
	5.2.1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的行政许可要点
	5.2.1.1 在总建筑面积及分项指标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
	5.2.1.2 在产权及移交方式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移交方式、产权归属、接收部门等，规定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验收合格后产权归政府。

	5.2.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2.1 在总建筑面积及分项指标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是否计容等基本要求。
	5.2.2.2 在退红线及建筑总体布局部分，视需要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形式、在地块中的大致位置、与轨道站点的接驳要求、出入口设置要求等。
	5.2.2.3 在备注部分，明确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设计方案应征得市交通主管部门的同意。

	5.2.3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3.1 在总图和附图中，明确表达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平面布局、空间布局等主要设计要求，具体设计方案应与经交通主管部门审查通过的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方案相一致。
	5.2.3.2 在备注部分，视需要注明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面积、建设形式等主要规划控制要求。

	5.2.4 《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的行政许可要点
	5.2.4.1 在备注部分，注明根据《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配建公交首末站建成后的实际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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