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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城镇燃气事业健康发展，

加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 城镇燃气建设、运行和管理工作，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湖北省天然气利用中长期规划、武汉市总体规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区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等规划， 编制本轮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汉南区） 燃气专项规划。

二 规划范围、期限、原则、目标和社会、环保效益

第二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以下简称“武汉开发区（汉

南区）”）全域范围，全区国土面积 489.88 平方公里，含车都副城核心（沌口

（含薛峰、黄陵组团））、纱帽新城、军山新城组团、东荆街、湘口街、邓南街。

第三条 规划分期

规划期限：2020～2035 年。其中：

近期：2020 年～2025 年，

远期：2026 年～2035 年。

第四条 规划原则

1、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区规划（2017-2035 年）》和《武汉市燃气

专项规划》的指导下，充分考虑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的需求特点和发展趋

势，合理确定供气参数、指标、规模；

2、安全稳定、节能环保、节约土地；

3、规划燃气市政设施做到远近接合，一、二、三产业与民用结合、布局合

理、统筹安排、分期实施、优化系统。充分利用现有燃气设施；管网适应远期燃

气的需要。输配系统应系统满足各类用户的持续、稳定、安全用气需求。

4、优先使用天然气，适度发展液化石油气。主气源应考虑长期稳定供应和安

全可靠，合理配置全区燃气资源，适应气源的变化与转换。

5、采用国内外先进成熟的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建立能适应燃气供应

规律和当地特点的承受峰谷冲击的弹性用户结构，建立一个适度超前的燃气供

应系统。

6、严格遵守国家、省、市燃气管理的法律法规、对燃气工程建设与经营、

管理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在规划实施上，采取总量控制、市

场运作、（特许）经营许可、政府监管、保障安全、严格控制经营企业资质水

平和数量。

第五条 规划目标

1、近期规划目标：到 2025 年，天然气消费量占本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

例12.5%。

到 2025 年，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实现天然气气化居民 65.40 万人，天然气

气化率达到 87.5%，天然气供气规模约为 9.38×108Nm3/年；液化石油气供气规

模约为 0.65×10
4
t/年。

2、远期规划目标：到 2035 年，天然气消费量占本区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

例18%。

到 2035 年，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实现天然气气化居民 111 万人，天然气

气化率达到 92.5％，天然气供气规模约为 11.7×108Nm3/年；液化石油气供气规

模约为 0.49×10
4
t/年。

3、规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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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规划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列表

序号 项 目
数 量

单 位
至 2025 年 至 2035 年

一 供气规模

1

天然气供气规模

天然气占一次能源占比（%） 12.5 18.0

年供气量 9．38 11．69 108m3/a

年平均日供气量 169．6 247．6 104m3/d

2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规模

年供气量 6567 4947 t/a

年平均日供气量 17.96 13.55 t/d

3

供应居民用户数

管道天然气供气户数 21.8 37.00 万户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户数 2.50 1.78 万户

4

居民用户气化率

管道天然气供气气化率 87.5 92.50 %

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气化率 10.4 4.6 %

二 主要工程量

1 天然气接收站 1 0 座

2 阀室改扩建 1 0 座

3 高中压调压站 1 1 座

4 LNG 码头（含水上 LNG 加注站） 1（一期） 1（二期） 座

5 陆地 LNG 加气站 1 3 座

6 中压互通点 2 2 座

7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集中区 1 1 处

8 高压管道 9 9 km

9 中压管道 100 150 km

三 总用地面积 403200 m2

四 工程投资匡算 266000 万元

4、规划实施后的主要社会环保效益

远期规划实施后，其社会综合效益显著。

表 2-2 规划期末主要社会环保效益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2025 年 2035 年

一 替换燃料量

1 液化石油气 吨 4.44 12.65

2 重油（柴油） 万吨 12.19 34.72

3 汽油 万吨 0.69 1.96

4 煤炭 万吨 32.06 93.09

折合标煤 万吨 49.74 141.66

二 替换电能 亿度 8.26 23.52

三 减少污染排放量

1 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2821 8033

2 年减少烟尘量 吨 3696 10526

3 年减少灰渣量 吨 69831 198858

4 年减少黄土白灰量 吨 1542 4391

四 减少运输量

1 年减少长途运输量 万吨公里 25975 73970

2 年减少市内运输量 万吨公里 779 2219

五 其他

1 年减少家务、社会劳动时间 万小时 11696 23772

第六条 对上一轮规划的主要修编说明

本轮规划增加了内河LNG 气源和川气东送气源，并调整完善了天然气气源

规划。

（1）根据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对天然气用户类别进行了细分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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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将汉南区纳

入本次规划范围。

（3）明确提出了近远期规划目标。

（4）在对市场需求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

南区）用气需求进行预测，市场需求规模比上一轮有所提高。

（5）增加了LNG 接收站，作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应急气源。

（6）对液化石油气供应系统进行了细化、优化，提出了建设客户服务部的

思路。

（7）增加了水上LNG 加气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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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城镇燃气现状和评价

第七条 燃气现状概况1、

天然气供气现状

至 2018 年底，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已形成以天然气供应为主，液化石油

气供应为辅的供气格局。气源点接自“忠武线”、武汉高压外环线，管道供气企

业 4 个、居民天然气气化率约 80%，天然气年供应约 2.05 亿立方米，已建成高

压管道 80.9 公里，中压管道 303.8 公里、燃气管道供应居民用户 10 万余户，燃

气商业用户 1000 余户，工业用户 300 余户。2018 年用气结构：居民占比 13%，

工业占比 62%，电厂占比 15%，商业占比 7%，CNG 占比 3%。

表 3-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近三年供气量表（万 Nm3/a）

年份 年销总量 居民 商业 工业 电厂 CNG

2016 年 19083.10 2168.12 1246.95 12160.02 3000.00 508.01

2017 年 19541.52 2364.03 1391.11 12117.10 3000.00 669.28

2018 年 20491.38 2631.52 1476.07 12734.97 3000.00 648.82

2、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现状

液化石油气气源分国产气和进口气，国产气主要来自武汉石化液化石油气储

配站，进口气主要从江苏张家港、广西防城港等地购入。气源运输主要依靠槽车

运输。至 2018 年底，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液化石油气用户约 7 万人，气化率

约14%。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目前拥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7 座，各储配站的规模不

一，以小规模储配站为主；瓶装供应点共 18 座，其中Ⅰ级供应点 1 座，Ⅲ级供

应点 16 座，便民服务部 1 座。

表 3-2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有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列表

序

号
站场名称 站场地址

占地面积

（m2）

储罐总容

积（m3）

销售量

（t/

年）

备注

1 中南石油液化站
东风大道升官

渡小区
7375 118 2318

主城区 70%；

开发区 30%

2
民生优能火石油

液化气全力站

东风大道三丰

加油站
- 160 5200

主城区 40%；

开发区 60%

3
民生优能火石油

液化气周公站
沌口路西段 - 155 5200

除开发区外武汉

区域

4
武煤百江燃气有

限公司乾能站

沌口路建华社

区
1500 200 -

主城区 70%；

开发区 30%

5
武汉硕力燃气有

限公司

汉南区纱帽街

纱河北巷 1 号
3600 49 1200 汉南区

6
武汉林达燃气有

限公司

汉南区纱帽街

程家山
3023 50 622 汉南区

7

武汉市汉南振兴

液化气销售有限

公司

汉南区湘口街 5000 85 532 汉南区

8 总量/开发区（汉南区）量 817 / 375 17072 / 6170

表 3-3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液化石油气瓶装供应站列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供应站点 地址 规模 供应区域

1

武煤百江燃气有限公司

碧湖供应点
碧湖新村 31 栋附 1

号
Ⅰ级

车都副城

核心
2 沌阳供应点

沌阳大道与万家湖

中路交叉口
Ⅲ级

3 军山供应点
军山新城组团官莲

湖路
Ⅲ级

军山新城

组团

4 沿江供应点 汉南区滨江路 90 号 Ⅲ级
纱帽新城

5 廖家堡供应点 汉南区农垦街 Ⅲ级

6

民生优能火石油液化气

有限公司

米兰小镇供应
点

米兰小镇 8 栋 7 号 Ⅲ级 车都副城

核心
7 汉纸供应点 汉纸中路 194 号 Ⅲ级

8

便民服务部

太子湖路 -
车都副城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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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碧桂园调压站 2.0 2.5 2.25 纱帽新城

10 明达高中压调压站 0.8 2.5 设备压力 明达玻璃厂区

11 汉能电厂高中压调压站 1.5 2.5 设备压力 汉能电厂厂区

12 沟北调压站（无人值守） 1000 0.4 0.35 东荆街

13 乌金调压站 1.9 0.4 0.35

正在建设，目前

为临时调压柜，

3000Nm3/h

14 湘口调压站 1.5 0.4 0.35

正在建设，目前

为临时调压柜，

4000Nm3/h

15 海伦堡 CNG 瓶组站 0.04 0.4 0.3 停用

3、天然气站场现状

目前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拥有天然气站场 15 座，其中 1 座计量分输站、1

座高高压调压站、3 座门站、9 座高中压调压站和 1 座CNG 瓶组站。

表 3-4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管道天然气站场现状列表

4、高压管道现状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境内已建成高压管道 80.9 公里，其中高压中环线

33.1 km，管径D711；外环线新滩支线 34.8 公里，管径D508；中油高压管道 12

公里，管径D813/273；都湾路高压管道 1km，管径 273。高压管道设计压力均

为 2.5MPa，管材均为钢管。

表 3-5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高压燃气管道列表

序

号
名称 管材

管径

（mm）

长度

（km）

设计压力

（MPa）

运行压力

（MPa）

1 高压中环线 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D711 33.1 2.5 1.0～1.6

2 外环线新滩支线 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D508 34.8 2.5 1.6～2.2

3 中油高压管道
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D813 4.30 2.5 1.6～2.0

无缝钢管 D273 7.70 2.5 1.6～2.0

4 都湾路高压管道 无缝钢管 D273 1.0 2.5 1.6～2.0

5 合计 80.9

5、中压管道现状

目前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已建成中压管道约 304 公里，其中车都副城核

区已建成中压管道约 200 公里，主要采用 PE 管及无缝钢管，PE 管径为 de90～

9

武汉硕力燃气有限公司

邓南供应点 邓南街振兴街 90 号 Ⅲ级 纱帽新城

10 东城垸供应点 东荆街荆堤巷 Ⅲ级 东荆街

11 康泰路供应点 汉南区晨曦路 59 号 Ⅲ级 湘口街

12 邓南供应点 邓南街窑墩岭路 Ⅲ级 邓南街

13 双塔供应点 湘口街双塔社区 Ⅲ级 双塔社区

14

武汉市汉南振兴液化气

销售有限公司

银莲湖供应点 湘口街银莲湖路 Ⅲ级 双塔社区

15 东城垸供应点 东荆街三眼桥社区 Ⅲ级 东荆街

16 兴一路供应点 汉南区兴一路 Ⅲ级 纱帽新城

17 陡埠供应点 汉南区汉南大道 Ⅲ级 纱帽新城

18 邓南供应点 邓南街振兴街路 Ⅲ级 纱帽新城

序号 站场名称
规模

（万 Nm3/h）

设计压力

（MPa）

运行压力

（MPa）
备注

1 黄陵计量站 6.0 2.5 2.0 纱帽新城

2 军山高高压调压站 13.3 2.5 1.0～1.6

车都副城核心、

东荆街、湘口街、

邓南街

3 东方门站 0.4 0.35
蔡甸区、军山新

城组团

4 孝感门站 4.0 3.6 孝感市

5 汉南门站 2.0 0.4 0.35
纱帽新城、东荆

街

6 车城高中压调压站 6.0 0.4 0.25 车都副城核心

7 沌口高中压调压站 2.3 0.4 0.25 车都副城核心

8 军山高中压调压站
4.0 0.4 0.35

车都副城核心、
军山新城组团

10.0 2.5 - 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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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355，钢管管径为 DN500，设计压力为中压 A 级（0.4MPa），运行压力为 0.15～

0.35MPa。

军山新城组团已建成中压管道 12.3 公里，管材采用 PE 管，管径为 de200,

设计压力为中压A 级（0.4MPa），运行压力为 0.2～0.30MPa。

纱帽新城已建成中压管道 149.3 公里，管材采用 PE 管，PE 管径为 de90～

de315，设计压力为中压A 级（0.4MPa），运行压力为 0.2～0.35MPa。

东荆街已建成中压管道 14.6 公里，管材采用 PE 管，PE 管径为 de90，设计

压力为中压A 级（0.4MPa），运行压力为 0.2～0.35MPa。

湘口街及邓南街已建成中压管道 5.6 公里，管材采用 PE管，PE管径为de90～

de315，设计压力为中压A 级（0.4MPa），运行压力为 0.2～0.35MPa。

表 3-6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燃气管道列表

序

号
区域 管径（mm） 长度（km） 设计压力(MPa) 运行压力(MPa)

1 车都副城核心
de90～de315

DN500
200 0.4 0.15～0.35

2 军山新城组团 de200 12.3 0.4 0.2～0.30

3 纱帽新城 de90～de315 149.3 0.4 0.2～0.35

4 东荆街 de90 14.6 0.4 0.2～0.35

5 湘口街、邓南街 de90～de315 5.6 0.4 0.2～0.35

6 合计 303.8

6、加气站现状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已建成CNG 加气母站 2座，CNG 加气子站 3 座，在建 CNG

加气子站 1 座，1 座LNG 加气站（油气合建站）。

表 3-7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加气站列表

7、输配系统现状

车都副城核心管道天然气气源接自“忠武线”武汉西分输站，调压、计量

后输送至军山门站（新）后输配至武汉天然气高压中环线；军山门站（新）、

沌口高中压调压站、车城高中压调压站接收中环线来气，供应车都副城核心区

域各类用户用气；明达玻璃、汉能电厂作为大工业用户，采用高压直供方式供

应，直接从中环线接气，经明达玻璃调压站及汉能电厂调压站后向各自工厂供

气。

军山新城组团气源接自“忠武线”武汉西分输站，调压、计量后输送至东

方天然气门站，再经调压计量后输配至中压管道，供应车都副城核心及军山新

城组团小部分区域供气。

纱帽新城气源接自“忠武线”武汉西分输站，调压、计量后输送黄陵计量

站，经计量后经中油高压管道输送至汉南门站，经调压、计量后输配至纱帽新

城中压管网，向纱帽新城各用户供气。

序号 站场名称
规模

（万 Nm3/d）
站址

数量

（座）
备注

1 大隆黄陵母站 5.0 檀军公路 1 已建

2 中能军山母站 10.0 檀军公路 1 已建

3 国通能源新新 CNG 加气子站 1.5
芳草路与芳草二

路交汇处
1 已建

4 沌口蓝焰 CNG 加气子站 1.5 车城东路 1 号 1 已建

5 中石化江城大道加油加气子站 2.0 江城大道 532 号 1 已建

6 中油江城大道加气子站 2.0 江城大道 1 在建

7 沌口石岭 LNG 加气站 2.0 东风大道 999 号 1 油气合建

8 加气母站合计 15.0

9 加气子站合计 7.0

10 LNG 加气站合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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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荆街、湘口街及邓南街气源均接自武汉市外环线军山高高压调压站，调压、计

量后经外环线新滩支线高压管道输送至沟北调压站、湘洪临时调压站，经调压、计

量后输配至各区域中压管网，向各区域用户供气。东荆街绿地中心区域还依托乌金

调压站供气。

武汉中环线还接收“西气东输二线”、“川气东送”气源。气源通过武汉市

高压外环线调压、计量后进入高压中环线。各气源通过外环线可互联互通，相互保

供。中油高压管道正在建设与高压外环线的互连互通工程，完成后两气源可互通

互用。

现状输配系统见图 3-1。

图 3-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输配系统图

第八条 燃气现状分析1、

天然气气源现状

（1）气源多样，可靠性较好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利用外环线、中环线，可接收“西气东输二线”、“川气

东送”、“忠武线”及“淮武线”气源，各管线气源可通过外环线互联互通， 供

气可靠性较好。

（2）管网供气可靠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外环线是武汉市天然气的统一调控平台，新滩支线作为外环线的一部分，

已与外环线联通；中油高压管道目前正在进行高压管道互联互通工作，完成后

将进一步提供开发区（汉南区）的供气可靠性。

（3）事故应急能力差，供气安全问题突出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目前无应急储备设施，仅依靠武汉市安山LNG 储存

基地的有限储量进行事故应急，应急风险大，应急能力差，供气安全问题突出。

2、天然气市场现状

（1） LNG 市场处于发展缓慢。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目前仅有少量LNG 车船用户，开发区（汉南区）依

托沌口港、汉南港、军山港，港口物流业非常发达，应积极开发燃气汽车、燃

气船舶用户。

（2）分布式能源市场尚处空白阶段。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目前无分布式能源站用户。

3、燃气管理、燃气企业和市场分析

（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公司有四家。四家燃气公司的经营、建设、

管理方式不相同，容易造成沟通困难，不便于管理。

（2） 燃气公司实际经营范围存在交叉，造成燃气设施重复建设，不便于管

理。

4、管道燃气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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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有管网与开发区（汉南区）发展不匹配。车都副城核心中压管道管

径大、密度适宜，其它区域管道密度小，不利于开发区（汉南区）后期天然气市

场拓展。

（2）存在燃气管道被其它管线挤占、或被其它违章建（构）筑物占压的现

象，防火间距不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5、用户结构现状分析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用气结构合理。工业用气量比重较大，但用户类型单

一，主要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为主，受市场经济、产业政策影响较敏感，一

旦政策发生变化，将对用气量冲击较大。

6、加气站现状分析

（1）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CNG 加气站可满足用气需求；

（2）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现状有 1 座陆地LNG 加气站。

7、液化石油气现状分析

（1）液化石油气管理严格规范，已形成较完善的管理体系，管理到位，执

法严格，有效的保障了液化石油气储、运、用气安全。

（2）现有储配站的经营管理均较为规范，安全意识较强，制定的规章制度

齐全。

（3）用气的成本浮动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用气。

（4）受交通环境影响大，受极端天气影响较大，如发生大雪灾时，不能保

证气源的正常供应。

（5）液化石油气经营单位较多，规模实力差异较大，各自经营，造成设备

土地的闲置浪费。

（6）储配站总储存能力及灌装能力能够满足全区液化石油气的供气需要。

（7）部分储配站内间距不满足规范要求，与站外建筑物安全间距不满足规

范要求，且与现行城市规划不符，近期需要拆除。

（8）液化石油气公司存在用无危化品运输资格的车辆运载液化石油气钢

瓶的运输不规范问题。

（9）瓶装供应点严重不足，影响用户使用，加大了经营企业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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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燃气需求与供气规模

第九条 供气参数和用气量指标1、

居民用户

（1）居民耗热指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中心城区居民用户用气量指标耗热定额平均

为 2092MJ/人·年（50 万Kcal/人·年）。

（3）人口及气化率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已形成以天然气供应为主，液化石油气供应为辅的供

气格局。气源点接自“忠武线”、武汉高压外环线，管道供气企业 4 个、居民天

然气气化率约 80%。

规划远期居民管道天然气气化率：车都副城核心、军山新城组团为 95％，

纱帽新城为 90%，东荆街为 85％；湘口街及邓南街为 80%。

表 4-2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人口及气化率

（3）不均匀系数

月不均匀系数K 月= 1.15

日不均匀系数K 日= 1.2

时不均匀系数K 时= 3.0

2、商业用户

商业用户用气量按居民用气量一定比例预测。

规划远期商业用气占居民用气量比例：车都副城核心、军山新城组团为

80％，纱帽新城为 70%，东荆街、湘口街及邓南街为 30%。

表 4-3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商业用户用气量占居民用户比例（%）

片区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车都副城核心 80.00 80.00 80.00 80.00

纱帽新城 45.00 50.00 60.00 70.00

军山新城组团 40.00 50.00 60.00 80.00

东荆街 12.00 25.00 30.00 30.00

湘口街 12.00 25.00 30.00 30.00

邓南街 12.00 25.00 30.00 30.00

3、工业用户

1）工业用户用气量预测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工业用户主要集中在车都副城核心先进制造园，纱

帽新城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通航产业园，湘口及邓南街的湘洪工业园，无可中

断工业用户。

邓南街
人口（万人） 0.71 0.81 0.90 1.00

气化率（%） 10.00 35.00 60.00 80.00

合计 52.13 74.75 97.38 120.00

区域名称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车都副城核心

（含薛峰、黄陵组团）

人口（万人） 32.06 40.71 49.35 58.00

气化率（%） 90 95 95 95

纱帽新城
人口（万人） 12.22 16.81 21.41 26.00

气化率（%） 80.00 85.00 85.00 90.00

军山新城组团
人口（万人） 3.15 8.76 14.38 20.00

气化率（%） 90.00 95.00 95.00 95.00

东荆街

（含绿地中心）

人口（万人） 2.98 6.65 10.33 14.00

气化率（%） 15.00 50.00 80.00 85.00

湘口街
人口（万人） 1.01 1.01 1.00 1.00

气化率（%） 20.00 50.00 65.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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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工业用户用气量预测采用工业产值计算法预测工业用

户用气量，采用单位工业用地面积能耗法进行校核。

工业产值法：工业用气量=工业总产值×产值单位能耗×天然气占能源消耗

比重。

单位产值能耗及降低率：武汉开发区（汉南区）2018 年单位工业产值能耗

指标为 0.0252tec/万元，规划单位工业产值能耗降低率为 1.0～2.0%，规划 2025

年单位工业产值能耗指标约为 0.023 tec/万元；2035 年单位产值能耗指标约为

0.020 tec/万元。

车都副城核心：由于目前汽车产业的持续回落，规划近期呈下降趋势，远期

按增长率 8%稳定增长。近期天然气耗量占工业总耗能 40%，远期随着汉能电厂二

期的扩建，集中供热的发展，天然气耗量占工业总耗能比例降至 10%。

纱帽新城：工业用户主要分布在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通航产业园。汽车零部

件产业园与汽车行业趋势相同，规划近期呈下降趋势，远期按增长率 8%稳定增

长。通航产业园受打造中国“星谷”、汉南港一类口岸的获批，将大力发展，规划

近期按 20%增长率增长，远期增长率趋于稳定，规划远期按 15%增长率稳定增长。

近期天然气耗量占工业总耗能 25%，远期随着纱帽新城分布式能源站的建设， 集中

供热的发展，天然气耗量占工业总耗能比例降至 10%。

湘洪工业园：先进制造业和临港物流业为主导，大力发展汽车零部件、粮油

加工、装备制造等产业。但现状企业主要以饲料产业为主，目前发展刚刚起步，

近期受汉南港一级口岸的获批，将带动产业快速发展，规划近期按 15%增长率增长，

远期增长率趋于稳定，规划远期按增长率 10%稳定增长。近期规划天然气耗量占工

业总耗能 25%，远期随着纱帽新城分布式能源站的建设，集中供热的发展， 规划天

然气耗量占工业总耗能比例降至 10%。

表 4-4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工业园规模及能耗指标

区域\项目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先进制造园

工业主产值（亿元） 1741.64 2074.51 3133.53 4800.00

增长率（%） -1 8 10 8

天然气能耗比（%） 30 40 20 15

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工业主产值（亿元） 1161.09 1383.00 2089.01 3200

增长率（%） -1 8 10 8

天然气能耗比（%） 10 25 15 10

通航产业园

工业主产值（亿元） 705 1278 1529 2200

增长率（%） 11 20 15 15

天然气能耗比（%） 10 25 15 10

湘洪工业园

工业主产值（亿元） 110 194 390 700

增长率（%） 10 15 15 10

天然气能耗比（%） 20 25 15 10

（2）不均匀系数

工业用户统一按每年工作 330 日，一、二、三班制企业按 0.75、0.1、0.15

选取。

月不均匀系数K 月= 1.091

日不均匀系数K 日= 1.217

时不均匀系数K 时=1.5

4、燃气车船用户

（1） CNG 汽车用户

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大力扶持和武汉开发区（汉南区）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转型契机，规划新能源汽车将逐步取代燃气出租车、公

交车及市政公用车辆，远期无CNG 汽车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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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NG 汽车用户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整车、空调、显示器、冷柜等产业产能巨大，物流业

发达，LNG 汽车需求量大。规划大、中型重载货车及大、中型客车采用LNG 作为

动力原料。

目前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拥有中型载货汽车约 700 辆，大型载货汽车约

300 辆。规划载货汽车平均行驶 400 公里， 中型载货汽车平均柴油耗量为

30L/100km（折天然气耗气量为 132Nm
3
/d）；大型载货汽车平均柴油耗量为

40L/100km（折天然气耗气量为 132Nm
3
/d）。规划期内将逐步推进载货汽车的“柴

改气”，规划近期气化率为 15%，远期气化率为 30%。大、中型载重货车增长率

为 3%。

目前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拥有大、中型客车数量共约 300 辆。规划载客汽

车平均行驶 400 公里，中型载客汽车平均柴油耗量为 25L/100km（折天然气耗气量

为 110Nm3/d）；大型载货汽车平均柴油耗量为 30L/100km（折天然气耗气量为

132Nm
3
/d）。规划期内将逐步推进载客汽车的“柴改气”，规划近期气化率为 15%，远

期气化率为 30%。大、中型载重客车增长率为 2%。

（3） LNG 船舶用户

根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区规划（2017-2035 年）》，武汉开发区（汉

南区）将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主要有沌口、军山、汉南三大港区。沌口港区功能调

整为以商品汽车滚装、城市生活物资运输为主，远期由生产性码头逐步向生活性码

头转变，生产码头仅保留汽车滚装、明达玻璃；军山港区后方陆域用地军山组团已

转变为生活功能为主的智慧生态组团，规划将军山港功能向汉南港转移； 汉南港

是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港口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主要分为纱帽、邓南、水洪口

三个作业区，协能以商品汽车滚装、集装箱、件杂货、食用油运输为主。

随着汉南港一类口岸的获批，以及“长江大保护”、“气化长江”及“江海

联运”的推进，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港口物流将得到快速发展，燃气车船也

将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LNG 船为柴油-LNG 双动力船舶，LNG 的柴油替代率为 30%。

规划近期LNG 柴油替代率为：客船 70%，货船 50%；远期客船 90%，货船 80%。

气化率：货船：近期 10%，远期 20%；客船：近期 30%，远期 80%。

节能减排：目前船舶耗气量为 1485Nm
3
/d，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环保严格，船

舶的能耗将逐步降低，规划远期耗气量按 0.5 倍选取。

船舶数量依据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及客运周转量计算确定。货物吞吐量及客

运周转量依据港口规划确定。

（4） LNG 车船用户用气参数表

燃气车船用户气量预测参数表见表 4-5。

表 4-5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车船用户用气量预测参数表

类型 指标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出租车

车辆数量（台） 528.09 742.06 1274.71 1560.00

用气指标（Nm3/d） 34.6 34.6 27.2 25

气化率（%） 90.00 60.00 30.00 0.00

社会车辆

车辆数量（台） 37.99 58.66 95.20 120.00

用气指标（Nm3/d） 4.3 4.3 3.4 3.4

气化率（%） 10.00 5.00 0.00 0.00

大型货车

车辆数量（台） 370 556 926 1111

用气指标（Nm3/d） 176.0 176.0 176.0 176.0

气化率（%） 10.0 15.0 20.0 30.0

中型货车

车辆数量（台） 741 1111 1852 2222

用气指标（Nm3/d） 132.0 132.0 132.0 132.0

气化率（%） 10.0 15.0 20.0 30.0

大型客车 车辆数量（台） 205 226 25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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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占居民户数的 5%；军山新城组团远期分户式采暖用户占居民用户的 10%，

集中采暖用户占居民用户的 15%；东荆街无分布式能源，规划期内仅考虑分户

式采暖用户，采暖用户占居民用户的 10%；湘口街及邓南街规划远期分户式采

暖用户仅占居民用户的 5%，集中式采暖用户占居民户数的 5%。集中式采暖依托

各片区分布式能源站供热，用气需求计入分布式能站用气需求。

表 4-6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天然气采暖用户比例表

（5） LNG 车船用户不均匀系数

燃气车船的不均匀系数为：

月不均匀系数：K=1.0

日不均匀系数：K=1.0

小时不均匀系数：K=1.5

5、燃气采暖用户

（1）采暖指标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户均采暖面积参考值 100 平方米，居民住户

每天采暖 18 小时，采暖期 98 天。集中采暖用户用气量取 50kcal/m
2
· h ，对应

用气量参考值为 11.42m
3
/m

2
· a；分户式采暖用户用气量取 30kcal/m

2
· h ，对

应用气量参考值为 7.71m
3
/m

2
· a。

（2）采暖比例

规划车都副城核心远期分户式采暖用户占居民用户的 15%，集中采暖用户占

居民用户的 5%；纱帽新城远期分户式采暖用户仅占居民用户的 10%，集中式采暖

（3）采暖用户不均均系数

月高峰系数：K 月＝3.72

日高峰系数：K 日＝1.0

小时高峰系数：K 时＝1.3

6、燃气空调用户

（1）燃气空调用气比例

规划燃气空调用户用气量按商业用气量的 8%～15%选取。

（2）燃气空调不均匀系数

商业直燃机年运行 210，每天运行 14 小时；写字楼空调年运行 150 小时，

每天运行 10 小时。则商业直燃气月高峰系数为 1.738，小时高峰系数为 1.714，

二者的乘积 2.98；写字楼月高峰系数为 2.433，小时高峰系数为 2.4，二者的

用气指标（Nm3/d） 132.0 132.0 132.0 132.0

气化率（%） 10.0 15.0 20.0 30.0

中型客车

车辆数量（台） 4858 4955 5471 6040

用气指标（Nm3/d） 110.0 110.0 110.0 110.0

气化率（%） 10.0 15.0 20.0 30.0

货船

船只数量（艘） 571 833 833 1250

用气指标（Nm3/d） 104 446 970 1188

气化率（%） 1 10 15 20

客船

船只数量（艘） 10 33 67 83

用气指标（Nm3/d） 743 936 832 668

气化率（%） 5 30 50 80

区域
集中采暖占居民用户比例（%） 分户式采暖占居民用户比例（%）

2025 年 2035 年 2025 年 2035 年

车都副城核心 1 5 10 15

纱帽新城 0 5 5 10

军山新城组团 0 15 10 10

东荆街 0 0 1 10

湘口街 0 5 1 5

邓南街 0 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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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积为 5.84。

7、燃气分布式能源用户

根据《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热电联产规划（2017—2030 年）》规划近期将

在纱帽新城建设 1 座2×50MW 的分布式能源站，天然气耗气量为 7000 万方/年，

远期在邓南街、军山新城组团分别建设 1 座2×30MW 和2×50MW 的分布式能源站，

耗气量分别为 4000 万方/年和 7000 万方/年，由于蒸汽管道供汽的服务半径有限，

各分布式能源站为各区域及周边工业用户及大型公商业、居民集中供暖供汽。分布

式能源用户除 1 个月检修外，其余时间均匀用气。

8、燃气电厂用户

规划近期在汉能热电扩建二期，采用 2×9E 燃气热机机组，对车都副城核心

工业用户进行冷热电联供，附带少量的集中供暖居民用户，年天然气需求 4 亿标

方，机组开启后，基本恒定流量用气，采用原中环线管道供气，由于中环线供气压

力较低，汉能电厂二期需增设增压设备以满足机组正常运行。

9、未可预见用气量

未预见用气量按总用气量（不含燃气电厂用户用气量）的 5%考虑。

第十条 气量平衡

表 4-7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天然气用气量预测平衡表

湘口街 39.0 0.2 289.6 79.8 0.5 569.4

邓南街 1013.6 2.9 2229.4 6613.0 20.0 9885.1

合计 93869.7 169.7 137841.3 116938.9 247.7 200859.4

第十一条 液化石油气需求量

考虑未来极少量用电用户，规划远期车都副城核心及军山新城组团燃气气

化率达到 98%，其它地区燃气气化率达到 95%。

居民用户液化石油气气化率＝燃气气化率-天然气气化率。

商业用户用气量按居民用户用气量比例：车都副城核心 200%；军山新城组

团 50%；其它地区 30%。

工业用户用气量按居民用户用气量的 30%考虑。

液化石油气不考虑大工业、采暖空调用户。

表 4-8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液化石油气需求量

年份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年用气量（t/a） 6659.52 6556.95 5432.01 4946.84

平均日用气量（t/d） 18.25 17.96 14.88 13.55

第十二条 燃气供气规模

表 4-9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供气规模表

序号 燃气种类 单位 2020 2025 2030 2035

1 天然气 104m3/a 25503.10 93869.73 99268.06 116938.9

2
液化石油气 t/a 6659.52 6556.95 5432.01 4946.84

折合天然气 104m3/a 993.07 977.77 810.02 737.67

3 合计(折合天然气) 104m3/a 26496.17 94847.50 100078.0 117676.6

第十三条 储气规模

1、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各阶段的季节（月）调峰储气量见表 4-10。

项目

2025 年 2035 年

年用气量

（104Nm3/a）

日用气量

（104Nm3/d）

小时用气

量（Nm3/h）

年用气量

（104Nm3/a）

日用气量

（104Nm3/d）

小时用气量

（Nm3/h）

车都副

城核心
67543.9 86.5 76259.1 73235.7 106.1 95991.7

纱帽

新城
24008.6 71.8 50188.8 28521.0 80.2 59154.7

军山新

城组团
1007.5 6.7 6963.6 7142.4 32.0 26047.3

东荆街 257.1 1.6 1910.8 1347.1 8.9 9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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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季节（月）储气调峰需求量

年份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储气调峰量（104Nm3） 842.80 2463.49 3852.71 5478.61

储气系数 （%） 3.87 5.12 7.82 9.22

2、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各阶段的小时（日）调峰储气量需求见表 4-11。

表 4-1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小时（日）调峰需求量

年份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调峰量（104Nm3） 18.81 34.42 44.90 56.33

储气系数（%） 23.885 20.805 23.723 2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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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城镇燃气气源规划

第十四条 燃气气源规划原则及供应方式

规划原则：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以天然气为主，以液化石油气作为补充。

运输方式：天然气以管输来气为主，LNG 车或船运为辅；液化石油气通过槽

船或槽车采购。

天然气供气方式：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以管道方式供气。液化石油气供应

采用瓶装气供应；车船用气为CNG、LNG 两种供气方式。

第十五条 液化石油气气源规划

武汉市现有液化石油气储运、灌装设施能满足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用

量需求，因此，液化石油气气源主要是维持现状规模不变，确保气源供给持续、

安全和可靠。

表 5-1 武汉市现有液化石油气船运接收码头及供应基地一览表

序号 储配站名称 储配站地址 储存规模（立方米） 所属公司

1
葛化液化石油气码

头及储存站
武汉市葛店 1000 方方米球罐 3 座 武汉燃气热力集团

2
白浒山液化石油气

码头及储存站
武汉市葛店 2000 方方米球罐 3 座 湖北民生集团

3
武汉石化液化石油

气储配站
武汉市青山区 4500 武汉石化

第十六条 天然气气源规划1、

新增天然气气源来源

（1）西气东输三线在京山设分输站与省内正在建设的武宜线对接，通过武

宜线的黄陂接收站向武汉外环线供气，外环线再通过武汉中环线、新滩支线及中

油高压管道向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供气。

（2）新粤浙管线在钟祥分输站与武宜线对接，通过武宜线串供或通过外环

线向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供气。

（3）页岩气、煤制气和其它气源。四川涪陵页岩气、鄂西可能开采的页 岩

气、通过外环线转供开发区（汉南区）；将来可能依托煤运大通道在省内生产

的煤制天然气，或通过上游管道转输湖北的鄂蒙煤制天然气、山西至“两湖”

煤层气、中缅线补充忠武线天然气均按照政府部署以适当的方式接入外环线，

通过外环线向开发区（汉南区）供气。

（4） LNG 气源。①黄冈天然气液化工厂；②通过长江水运利用沿海 LNG 项

目；③湖北省邻省的四川、河南、山西煤层气等已建或筹建项目的LNG 液化工厂

或接收站。

第十七条 天然气气源量配置

根据各年天然气用户市场需求向上游公司订交易量。

表 5-2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天然气气源量配置表

站名 2020 年 2025 年 2030 年 2035 年

市场需求总量（104Nm3/a） 25503 93870 99268 116939

LNG 气源 应急 应急 应急 应急

第十八条 天然气资源分配原则

1、各燃气公司或直供用户从外环管网接气，尽量避免转供。

2、按照应急规划保障优先类的居民、公共服务设施和天然气车船用户用

气。

3、优先安排重点工业用户工业燃料用气；尽量安排燃气调峰电厂用气；对

于一般工业用户，天然气代石油、代液化石油气用户以及可中断使用天然气用

户，根据天然气资源情况进行项目评优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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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然气输配系统规划

第十九条 输配系统规划原则

1、合理利用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原有燃气设施，达到安全稳定供气和节约

投资的目的。

2、系统规划要求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先进性，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适应城

市建设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变化的弹性。

3、上下游协同考虑，系统解决调峰和气源安全问题。

4、充分利用武汉市高压外环线调控平台的作用，将各天然气资源与外环线

进行互联互通，利用高压外环解决小时（日）调峰问题。

5、输配系统工程抗震设防烈度及抗震设防措施均按《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提高 1 度考虑。

第二十条 输配系统压力级制

规划期输配系统压力级制为超高压（10.0MPa）-高压 B（2.5MPa）-中压 A

（0.4MPa）-低压四级压力级制。

第二十一条 输配系统组成

1、3 座接收站（军山高高压调压站、黄陵计量站、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

接收上游管输来气，通过高压管道输送、分配。高压管道与外环线互联互通，利

用外环线解决小时（日）调峰。

2、LNG 接收码头：接收内河 LNG 来气，经气化后进入高压管道作为应急气

源。

3、高压 A 管道：接收上游接收站来气，经沿途设置的高中压调压站向各区

域供气。

4、互联互通：包括中油高压管道与外环线互联互通管线；LNG 高压管道与

外环线新滩支线互联互通管线；LNG 接收码头与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互联互通

管线；外环线新滩支线与中油高压管道互联互通管线。

5、高中压调压站：将来气调压为中压A 后，送入中压管道。

6、中压管网：将来自高中压调压站的天然气，输送至中低压调压站或调压箱，

为终端用户供气。

7、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输配系统流程框图见图 6-1。

图 6-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远期输配系统流程图

第二十二条 调峰规划

1、调峰层次的责任范围界定及武汉市的调峰任务

（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作为武汉市的一部分，季节调峰依托于武汉

市季节调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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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时（日）调峰由武汉市高压外环线、新滩支线、中油高压管道、LNG

高压管网系统以及协同上游输气管道系统解决。

2、季节调峰方案

（1）落实几条国家主干输气管道上游供气方的季节调峰责任，明确上游承

担的季节调峰量。尽快建立上游解决季节调峰的体制和运行模式，彻底实现承担

下游供气季节调峰的责任。

（2）积极协调、支持或参与上游供气方利用我省云应盐矿建设输气管线的

配套地下储气库，提高上游履行季节调峰责任的能力。

（3）争取高压外环线与上游地下储气库通过武宜线相连，提高武汉市的季

节调峰保障能力。

（4）在汉南港建设LNG 接收码头，并与武汉开发区（汉南区）高压管道及

川气东送建立联络，作为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及武汉市的部分季节调峰气源。

2、小时（日）调峰方案

（1）尽快将区域内高压管道与高压外环线互联互通，充分利用高压外环线

解决储气调峰功能。争取“忠武线”、“川气东送”承担部分小时（日）调峰任

务。

（2）在汉南港建设 LNG 接收码头，也可作为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小时（日）

调峰气源。

第二十三条 各供气区域输配系统

表 6-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各供气区域天然气输配系统一览表

序

号
供气区域名称 供气范围 气源点 压力级制

1 车都副城核心
车都副城核心区、薛峰组

团、黄陵组团

军山、车城、沌口高中压调

压站
中压 A

2 纱帽新城
纱帽主城区、通航产业园、

邓南街
汉南门站、碧桂园和乌金高

中压调压站
中压 A

3 军山新城组团 军山智慧生态新城 军山南高中压调压站 中压 A

4 东荆街 东荆街、绿地中心
沟北高中压调压站、乌金调

压站
中压 A

5 湘口街 湘口街 湘洪高中压调压站 中压 A

6 邓南街 邓南街 湘洪高中压调压站 中压 A

第二十四条 天然气输配站场1、

天然气接收站

近期对“川气东送”阀室进行改造，并建设“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一

方面接收“川气东送”气源，另一方面实现接收LNG 接收码头供应的功能，达

到气源补充的目的。

2、高高压调压站

整合优化军山高高压调压站，实现高压外环线与黄陵计量站互联互通，提

高管道输送效率，强化天然气高压外环线的调度平台功能。

3、高中压调压站规划

在军山新城组团新建军山南高中压调压站，向军山新城组团各用户供气。

设计规模依据军山新城组团高峰小时用气量确定，规划期内设计规模不小于

3.0 万方/时，预留后期扩建余地。

4、LNG 接收码头

LNG 接收码头主要功能是长江 LNG 接收、储存、气化和转运，作为武汉开

发区及武汉市事故应急供气和上游季节调峰出现问题时临时季节性应急供气主

气源，同时作为武汉及周边城市LNG 终端利用的中转储存设施。规划新建 1 座

LNG 接收码头（最终站址及规模后期专题研究确定），气化后的天然气一方面

接入武汉市天然气高压外环线新滩支线，通过高压外环线新滩支线、汉南高压

联络线、中油高压管道向军山新城组团、纱帽新城、湘口街及邓南街进行应急

供气，另一方面与川气东送建立联络，作为“川气东送”的应急气源。接收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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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储罐规模暂按 10 万立方米考虑，后期应经专题研究确定建设规模。

5、LNG 接收码头应根据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消防安全、海事、

港航等主管部门统筹考虑，本规划中 LNG 接收码头站址仅为初步选址，最终站址及

设计规模后期经专题研究后确定，并根据 LNG 码头的实际站址调整联络线、LNG 高

压管道等相关管道走向。

6、规划站场详见表 6-2。

表 6-2 武汉经开发区(汉南区)规划站场规模表

序号 名称 站址
设计规模

（万 Nm3/h）

控制占地

面积（m2）
备注

1 川气东送阀室改造 纱帽新城通航产业园 30.0 -
原址改

建

2 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 纱帽新城通航产业园 30.0 8000 近期

3 汉能电厂二期调压站 - 5.0 2000 近期

4 军山南高中压调压站 通顺河以东 3.0 2000 远期

LNG 接收码头

5
（初步选址，最终站

址及规模后期经专题
汉南港

储罐：10 万立

方米
340000 近期

研究确定）

第二十五条 高压管道规划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高压管道规划遵循“高压管道互联互通、充分利用调

控平台”的原则进行布局。

表 6-3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高压管道一览表

3
黄陵-军山新城

组团高压管道

设计压力 2.5MPa，

DN500，长度 4km

新滩支线接气-官莲湖大

道
高压 B，远期

4
纱帽- 军山高压

管道

设计压力 2.5MPa，

DN500，长度 5km
兴七路-官莲湖大道 高压 B，远期

第二十六条 高压管道输气和储气能力

除 LNG 接收码头至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间超高压联络线管道外，汉南区大

部分高压管道设计压力 2.5MPa，运行压力上限为 2.25MPa。外环线新滩支线、

LNG 高压管道、中油高压管道输气能力满足 15 亿立方米的需求，储气能力约为

20 万立方米，配合武汉市高压外环线 338 万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可满足开发区

（汉南区）远期用户输气及小时（日）调峰储气需要。

第二十七条 高压管网适应性分析

（1）在武汉高压外环线能完全满足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小时（日）调峰

的前提下，按照市场预测需求进行管网模拟计算，武汉开发区（汉南区）高压

管网能适应远期增输量和储气量需求，新增站场设计时应根据远期市场需求确

定设计规模。

（2）根据用气性质及停气造成的影响程度对用户实行分级管理。当发生事

故不能正常供气时，先减少或停止一部分用户的用气量，以保证居民和其它停

气会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用户供气。

（3）通过模拟上游气源发生事故停止供气工况，按照外环线新滩支线气

源、黄陵计量站气源、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气源分别或同时出现供应中断时，

开发区（汉南区）高压管网配合武汉市高压外环线仍能满足用户输气和小时（日）

调峰储气要求。

第二十八条 高压管道控制廊道

（1）高压管道外缘周围 15m 范围内为安全保护范围；15m～50m 范围内为

安全控制范围。

序

号
项目名称 规模 建设地点 备注

1 LNG 联络线
设计压力 10.0MPa，

DN500，长度 1km

LNG 接收码头-川气东送汉

南接收站

后期根据 LNG

接收码头选址

调整走向及长

度

2 LNG 高压管道
设计压力 2.5MPa，

DN500，长度 8km

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新

滩支线

后期根据 LNG

接收码头选址

调整走向及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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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压管道控制廊道宽度：境内国家输气干线（忠武线、川气东送）控

制廊道宽度为管道两侧各 50m，共计 100m。其它省内、区内高压管道

控制廊道宽度为管道两侧各 15m，共计 30m。

（3）并行线路应尽量共用控制廊道，节约用地。

（4）在高压管道廊道及安全控制范围内新建、扩建等建设活动应严格按照

《武汉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及《武汉市天然气高压管道设施保

护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中压管网规划原则

（1）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并与分区规划、区域详规、控规相协调，远近相

结合布置管线。

（2）供气区域内中压主干管网成环、次干管可成枝状布置。

（3）中压干管尽量靠近用气负荷集中区。

（4）尽量避免和减少穿越国道和河流、主要公路和其它较大障碍物，必须

穿越时应有防护措施。

（5）一般中压管道沿街道单侧布置、重要道路中压管道双侧布置，中压管

道不得重复建设。

（6）管道布置时的间距和防护措施严格执行国家规范和标准规定。

第三十条 中压管网布置

中压管网布置应根据上述原则布置，本规划中压管网布置参见规划说明书及

规划图册。

第三十一条 中压管网阀门设置

中压管道直管段间隔 2-3 公里、支管起点处设置阀门；穿（跨）越处，结合

分段阀门的布置设置必要阀门。

第三十二条 中压管网敷设及穿跨越工程

中压管道一般采用埋地敷设，埋设深度及与其它管线和建构筑物的水平、

垂直净距应满足现行《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的要求。

规划区内燃气管道与河流交叉时，宜优先采用随桥敷设方式跨越；不具备

随桥敷设条件时，可采取定向钻方式穿越。

第三十三条 中压互通点

中压互通点远期仅作为事故工况时区域之间实现互联互通的安全保障设施，

不再作为中压管网正常供气的气源点。

第三十四条 中低压调压站

中低压调压设施采用调压箱（柜），根据所服务用户的类型和规模不同，

调压箱可采用专用调压箱（柜/站）、庭院调压箱（柜）和楼栋调压箱。

第三十五条 中压管网工程量

表 6-4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中压管网工程量表

区域 管径（mm）
管长（km）

近期 远期

车都副城核心 De200～De315 22 34

纱帽新城 De200～De315 58 89

军山新城组团 De200～De315 13 20

湘口街 De200～De315 3 4

邓南街 De200～De315 4 3

合计 100 150

表 6-5 天然气中压管道大型穿跨越工程表

序号 穿越类型 穿越次数

1 穿越铁路 5

2 穿越通顺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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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穿越马影河 6

4 穿越武监高速 2

表 6-6 天然气中压管网互通点工程表

序号 穿越类型
规模

（Nm3/h）
位置

用地面积

（m2）
建设时序

1 车都-中油互通点 3000 纱帽新城兴七路 50 2020-2021 年

2 中油-汉宁互通点 3000 纱帽新城月亮湾路 50 2020-2024 年

3 车都-汉宁互通点 3000 乌金社区 50 2025-2030 年

4 中油-汉宁互通点 3000 纱帽新城兴二路 50 2030-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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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规划

第三十六条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的液化石油气储运设施、灌装能

力能满足车都副城核心及军山新城组团规划期内的用气需求。液化石油

气气源具有多个来源渠道和多种运输方式，气源的供气可靠性相对较高。

第三十七条 液化石油气供气系统规划

（1）液化石油气供气范围为不适合实行管道供气的区域和天然气管道覆盖

范围以外的区域。

（2）根据市场需要，增加液化石油气应用新领域，满足环保和卫生要求。

（3）开发区（汉南区）应对区内现有液化气经营企业进行引导通过拆迁、

改造、兼并、联营等方式，对站场改造升级，减少站场数量，提高企业运营质

量， 实现安全发展和规模化发展。近期调整经开片区现有的 4 座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 在黄陵工业园檀军公路南侧集中建设经开片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区，

集中建设区储罐存储规模总和为500m
3
。远期调整汉南区现有的 3 座液化石油气

储配站，在纱帽新城乌金大道集中建设汉南片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区，集中建

设区储罐存储规模总和为200m
3
。

（4）结合管道供气的发展规模和覆盖范围，根据供气需要有计划地调整、

关闭城区、管网发展区域的瓶装供应站；考虑到后期发展，拆除邓南瓶装供应点， 新

增乌金瓶装供应点（三级站），与汉南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合建。

（5）在城镇化程度高的车都副城核心、军山新城组团及纱帽新城，难以找

到合适设置瓶装液化气供应站的地点时，可考虑建设燃气便民服务部。根据城市

发展以及车载运输送气服务的拓展，供应站点（三级站）服务半径以 500-1000

米左右为宜，经营场所面积不小于 20 平方米，液化石油气储量不大于 1 立方米；

便民服务部服务半径以 500-800 米左右为宜，液化石油气储量不宜大于 0.54 立

方米，各燃气便民服务部应配备专业的安全负责人及送气人员，便民服务部夜

间不应存放实瓶，以减小事故风险。

（6）开发区（汉南区）燃气行政管理部门、消防部门及社区管理部门应

将便民服务部的安全管理、日常巡查纳入工作内容，确保便民服务部安全经营。

便民服务部前期可参照目前国内其它大城市便民服务的实施意见实施，后期应

对便民服务部的设置要求、安全技术要求、经营管理要求及管理监督要求进行

专题研究，提出适应本区的便民服务部实施管理规定，并应符合城市燃气安全

要求、消防安全要求。

（7）按照有关规定和《气瓶充装站安全技术规程》（GB27550-2011）加强

液化气企业、储配站和瓶装供应站点的规范化建设和安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实现安全供气，提高服务水平保障用户安全用气需求。

（8）加强瓶装液化气供应智能监管信息平台建设，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建

立瓶装液化石油气供应监管的有效手段和长效机制，实现瓶装液化气供应充装、

运输、销售、配送、使用、回收全过程监管。

（9）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内不新增小型瓶组气化用户。

（10）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灌装站）、瓶装供应站（点）、便民服务部设

计要节约土地资源，防止污染环境，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生产安全、管

理便利、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玶境效益。

（11） 按照规范管理、总量控制、合理配置、市场运作、做大做强的思路 ，

支持、鼓励、引导液化石油气经营单位整合重组，采取连锁经营、统一配送的方

式运营，逐步完善储配站带瓶装供气站（点）的网络结构，为用户提供方便、快

捷、安全、可靠的燃气供应保障。

（12）武汉开发区（汉南区）LPG 储配站及供应站（点）规划建设如表 7-1

和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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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规划布局表

序

号
规划站场 站址

储罐规

模（m3）
备注

1 中南液化气站（升官渡） 东风大道升官渡小区 118
近期拆、改、并、

联

2 民生优能火石油液化气全力站 东风大道三丰加油站 160
近期拆、改、并、

联

3 民生优能火石油液化气周公站 沌口路西段 155
近期拆、改、并、

联

4 武煤百江燃气有限公司乾能站 沌口路建华社区 200
近期拆、改、并、

联

5 武汉林达燃气有限公司 汉南区纱帽街程家山 50
近期拆、改、并、

联

6 武汉硕力燃气有限公司储配站
汉南区纱帽街纱河北

巷 1 号
49

远期拆、改、并、

联

7
武汉市汉南振兴液化气销售有

限公司
汉南区湘口街 85

远期拆、改、并、

联

8 开发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区
黄陵工业园檀军公路

南侧
500 近期集中建设

9 汉南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区 汉南区乌金大道 200 远期集中建设

表 7-2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液化石油气供应站（点）规划分布表（单位：座）

规格

区域

Ⅲ级站 便民服务部

数量 备注 数量 备注

硕力邓南供应点 -1 远期拆除

振兴邓南供应点 -1 远期拆除

东荆街乌金社区 1 与新建储配站合建

车都副城核心 若干 位于用户集中区

军山新城组团 若干 位于用户集中区

纱帽新城 若干 位于用户集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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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加气站规划

第三十八条 根据加气站类型，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加气站分 CNG

加气母站、CNG 加气子站、LNG 加气站以及油气合建站。

第三十九条 CNG 加气站规划

1、服务目标车辆：出租车、环卫车、教练车等。

2、现状 CNG 加气母站日加气规模为 15 万立方米，满足武汉开发区（汉南区）

对 CNG 的需求，本规划期内不新建加气母站。

3、随着国家对新能源纯电动汽车的大力扶持及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向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转型，远期电动汽车极大可能完全替代CNG 汽车，则开发区CNG

汽车用户将不再存在，需求量也降到 0。因此规划远期根据市场需求，逐步关停

或改建现有CNG 加气站，原CNG 加气站可考虑改建为氢能利用站。

第四十条 LNG 加气站规划1、

陆地LNG 加气站规划

（1）服务目标车辆：大、中型长途客运车；重载、中型货车等。

（2）在开发区（汉南区）大型工业园区、物流园区、车辆运输基地等 LNG

车辆较为集中的区域，合理布局建设二级和三级 LNG 加气站；在 LNG 接收码头建

设一级LNG 加气站。

（3）选址应结合现有及规划加油站布局，改扩建为油气合建站。

表 8-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陆地 LNG 加气站规划一览表

2、水上LNG 加气站规划

1）规划近期建设 1 座LNG 水上加注站（与 LNG 接收码头合建），趸船储气

规模为 1000m
3
，加气规模为 30 万方/天，分两期建设。加气站采用陆域和水域

建设相结合的混合式。LNG 水上加注站站址根据LNG 接收码头最终站址调整。

2）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消防安全及国家标准和规

范的要求。水域的布置应经海事、港航等主管部门审批。

表 8-2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水上 LNG 加气站规划一览表

类型 站址 规模（104Nm3/d） 备注

水上 LNG 加注站
根据LNG 接收码头最终

选址调整

15 近期，与接收码头合建

15 远期，与接收码头合建

合计 30

序

号
名称 站址 等级

规模

（104Nm3/d）
备注

1
军山物流中心 LNG

加气站
军山物流中心 二级 4.0 近期，油气合建

2 湘洪 LNG 加气站 湘洪工业园 三级 2.0 远期，油气合建

序

号
名称 站址 等级

规模

（104Nm3/d）
备注

3 通津 LNG 加气站
通津工业园汉南

大道西侧
一级 6.0

远期，与 LNG 接

收码头合建

4
幸福工业园 LNG 加

气站
檀军公路南侧 三级 2.0 远期，油气合建

5 合计 14.0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燃气专项规划（2020-2035年） 规划文本

24

九 燃气安全规划

第四十一条 事故应急规划

1、液化石油气气源安全措施在于政府加强对储存应急能力的控制以及有效

利用现有储存设施。

2、积极落实忠武线、高压外环线对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的供气量，积极

争取增加忠武线、川气东送、高压外环线对武汉开发区（汉南区）供气量，密切

关注上游气源建设动态，争取更多供气量指标；实现多条长输管线对武汉开发区

（汉南区）均衡供气。

3、积极参与页岩气以及 LNG 等资源性项目的建设和市场化运作，实现对气

源或者资源的掌控，来提高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的气源安全。

4、尽快完善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区域内输气干线互连互通系统。实现增

大气源供应量和解决小时（日）调峰的问题，大大提高各高压管道的利用率，实

现集约发展，高效发展天然气。

5、建立应急储气设施或事故应急气源

1）规划期内采用液化天然气储气方式解决事故及应急，远景可考虑与地下

储气库建立联络，提高气源保供能力。

2）应急供气保障满足城市燃气需求量 5%及 3 个平均日需求量的总和储备能

力，规划储备能力为 10 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折标况天然气 6000 万立方米，规

划采用新建的 LNG 接收码头储气，建设规模初步确定为不小于 10 万立方米液化天

然气，初步选址汉南区通航产业园。本规划中的LNG 接收码头仅为初步选址、初

步建设规模，最终选址及建设规模后期经专题研究后确定。

3）利用长江水路运输条件，积极跟进长江水路运输 LNG 的进程，规划建设

调峰气源。

6、按照《天然气利用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完善天然气应急预案

（含节假日供气保障），应急预案要根据已确定的天然气资源量，限制不合理

需求，按照“全力保障民用、突出保障重点、调节工业用气”的原则，依照“居民

炊用、军工、公服、商业、车用 CNG、工业”的顺序保证供应，并细化压限停气

顺序。

第四十二条 安全供气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分为社会预案和企业预案两

类。

1、社会预案

社会预案由政府组织，社会参与，部门配合，企业落实。按照城镇燃气事

故级别启动预案，政府统一组织、指挥、调动资源应对。

政府按照分级管理建立城镇燃气应急管理机制，建立完善应急管理组织体

系。

2、企业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预案由企业负责编制与实施，是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的基础，应服从社会预案的协调、调度和指导。形成多级应急处理预

案体系。

3、预案演练

城市燃气安全应急预案应定期进行演练，并依据演练结果和实际修订预案。

第四十三条 燃气设施保护范围

1、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规划范围内的燃气设施：

（1） 天然气门站、天然气接收站、高高压调压站、高中压调压站、燃气调

压站、LNG 接收站、CNG 加气站、LNG 加气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瓶装液化石

油气供应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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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送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的管道；

（3） 管道防腐保护设施，包括阴极保护站、阴极保护测试桩、阳极地床和

杂散电流排流站等；

（4） 门站、接收站、调压站（柜）、计量站、阀门（井/室）、凝水井（缸 ）

等燃气管道附属构筑物，以及补偿器、放空设施等相关设备；

（5） 管道的水工防护设施、防风设施、防雷设施、抗震设施、通信设施、

安全监控设施、电力设施、管堤、管桥以及管道专用涵洞、隧道等穿跨越设施；

（6） 管道穿越铁路、公路的检漏装置，以及其他管道附属设施；

（7）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地面标志、地上标志、

地下标志等燃气安全标志和专用标志。

（8） 城镇燃气场站的交通消防通道。

2、燃气设施保护范围以 2019 年发布的《武汉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为

准，高压管道保护范围严格按《武汉市天然气高压管道设施保护办法》执行，具

体要求如下：

一、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

（一）燃气管道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

1、低压管道的管壁两侧 1 米范围内的区域；

2、中压管道的管壁两侧 1.5 米范围内的区域；

3、次高压管道的管壁两侧 6.5 米范围内的区域；

4、高压管道的管壁两侧 15 米范围内的区域；

5、阀门室（井）、凝水井（缸）、调压箱（柜）、计量箱（柜）外壁各 1

米内。

6、沿河、跨河、穿河、穿堤的燃气管道设施安全保护范围，由管道燃气企

业与河道、航道管理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另行确定。

（二）液化石油气供应基地、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站、瓶装液化石油气供

应站、天然气门站、燃气调压站、燃气汽车加气站等各类燃气场站的安全保护

范围为场站安全警戒线内的区域。

（三）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对涉及燃气设施的相关行

为有更严格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对燃气设施实施保护。

二、在武汉市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禁止下列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一）建设压占地下燃气管线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二）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三）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四）放置易燃易爆危险物品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五）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三、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

挖掘、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进行风险评估，与燃气经营

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未制定保护方案、

未按保护方案的要求作业或者未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作业的，燃气经营者应

当予以制止，并有权请求燃气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四、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设置燃气设施保护装置

和安全警示标志，配备人员定期对燃气设施进行巡查和维护。

五、市、区燃气管理部门要加强燃气设施保护的宣传、监督、及时查处损

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四十四条 安全用气

1、切实实现建筑燃气设施与民用建筑三同时，保证安装和使用燃气用具的场

所应满足燃气安全使用条件。

2、进行形式多样的社会性用气安全宣传教育。包括中小学学生安全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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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社区宣教等，提高市民使用燃气科学知识和对灾害的防护处置能力。

3、先进的安全用气设施设备、器具的推广使用。如熄火保护装置、防震、

泄漏切断等。

4、按照《燃气服务导则》（GB/T28885-2012）规定，监督提高燃气经营企

业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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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用户侧管理规划

第四十五条 用户侧管理规划

1、建立合理的用户结构，有利于持续、稳定的供气，有利于管理部门对于

供求状况的监管；

2、燃气企业加强用户结构的建设和管理，加强用户用气规律的掌握，有利

于科学精细调度实施，有利于规划目标落实和用户安全用气管理；

3、实现用户侧的科学管理，有利于提高供气能力，设施使用效能，效率和

管网设施的经济效益，降低运行成本。

4、燃气公司应进行如下具体工作：

（1）配合政府积极推进燃煤锅炉改造工程，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用户。

（2）根据落实气源资源做好供需平衡，用气需求超过合同约定或协商确定

的资源量时，调整供气计划，重点确保民生需求。

（3）严格实施有序用气。细化完善并严格执行不同供应水平下的有序用气

方案和应急预案，明确保供、限供序列。

（4）建立不同用户、不同时段的调峰供应机制，科学削减高峰用量。

（5）积极利用价格杠杆发展市场、引导节约用气。积极推行不同时段、不

同用量、不同性质、不同方式的差别性价格，开拓用气领域，引导节约用气。

（6）加强用户的安全用气服务和管理。

（7）推进居民、非居民“NB-I0T”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的运用。并运用大数

据云分析系统，优化管网的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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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智慧燃气系统

第四十六条 燃气监控管理系统规划建设原则

1、资源供应：保障资源充足、管网安全、用户稳定用气。

2、安全效率：数据统一、自动报表、向政府开放接口、智能分析决策。

3、用户体验：简化流程、状态可视、方便快捷。

第四十七条 智慧燃气系统框架

智慧燃气横向包括以智能气网为核心的运营管理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管理

体系及以融入能源互联网理念的多能协同体系。纵向包括感知层、通讯层、数据

层、支撑层、应用层和决策层六个层次的智慧支撑体系。

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城镇燃气指挥调度中心与企业智慧燃气系统之间应存在

指挥调度的关系，其安全性需要得到保证。

第四十八条 系统组成及功能

智慧燃气系统主要包括智能管网、智能计量、智慧服务、智慧厨房和智慧应

急等子系统。

智能管网主要通过“建、防、检、控”四方面进行推进，构建服务于“智能

主动/辅助决策”的智能分析决策系统。

智能计量是指依托智能化计量设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构建以计量数据的智能化采集、分析和利用为核心的计

量管理系统，优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使双方和谐、共赢。

智慧服务是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搭建便利的智慧服务平台，实现云

自助服务，让用户足不出户，享受便捷、安全、舒心的服务。如系统派单全程跟

单，信息反馈，延伸服务，售后跟踪，评价考核等。

智慧厨房是指探索建立“本质安全、人居和谐、绿色高效、智能互联”的户

内技术一体化标准。

能源云管端纳入市政云平台，与其他市政用户端共享数据平台，居民用户

享受无差别、一站式智能服务，实现户内燃气本质安全“零事故”。如燃气表

过流切断，泄漏报警等。

智能应急是指利用实时通讯、地理信息、北斗定位、远程视屏、同步监控

等技术手段，搭建指挥中心，应急现场，抢修单元（人员、车辆等）多位一体

的立体应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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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相关专业的规划

第四十九条 消防专业规划

1、城镇燃气的社会消防救援预案：

（1）消防设施和力量布局能及时应对城镇燃气安全事故；

（2）民用建筑的消防设计审查要突出建筑燃气设施安全位置和使用场所的

安全条件；

（3）城市消防应有针对燃气场站、高层建筑及可燃气体的消防措施，提高

社会消防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

2、城镇燃气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1） 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城镇燃气企业应具有消防管理及事故抢险措施 ，

应通过实施社会救援预案，提高燃气设施的社会消防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

（2） 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3） 消防设计、消防建设和技术水平应与燃气介质、供应方式、规模、应

用范围相适应，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4） 燃气企业应加强地下管网泄露控制、维修救援设备设施、户内安全使

用技术的投入。

（5） 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加强气瓶管理、气瓶运输以及站场监控设备

的投入。

第五十条 其它专业规划

1、防雷防静电：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年均雷暴日数为 37.8 天，根据《建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防止静电、闪电和杂散电流引燃的措施》

（SY/T6319）等规范要求采取合理防雷、防静电措施。

2、抗震：按照《建筑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的要求，作为重点设防

类的燃气设施，应按比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地震抗震烈度提高 1 度，按 7 度

采取抗震措施。

3、环保与卫生：燃气作为清洁能源，环保效益显著，燃气工程实施过程中应

加强管理，严格执行和落实环保措施，尽量降低环境的影响。

4、供电：根据《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场站供电系统应满足

规范规定的负荷要求，需要两路电源，由市政公用电网引入，或自备一路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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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后方工程

第五十一条 后方工程规划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后方工程主要包括管理调度中心、抢险维修中心和客

户服务中心。

1、管理调度中心

（1）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管理调度主要为企业级，企业级服从汉阳

区调度中心指挥。汉阳区级调度指挥中心主要负责汉阳区及武汉开发区（汉南区）

燃气事故应急预案演习、实施的协调指挥，以及燃气供求状况的监测、预警及燃气

供应运行的协调管理。

（2）各燃气企业设企业级管理调度中心。对输配系统的运行工况进行及时、

全面、准确的掌握，及时进行生产调度管理；并对事故工况进行分析处理，提出抢

险方案，并负责企业应急预案的指挥调度。

2、维修抢险中心

（1）燃气经营企业设抢险维修中心，由企业级管理调度中心统一指挥。各

抢险维修中心资源共享，统一接受区级管理调度指挥中心调配。

（2）燃气企业根据经营范围及管道敷设长度等设置抢险维修站点，缩短燃

气管网抢修半径和事故现场到达时间。根据高压管网抢修半径不大于 50km，40

分钟到达事故现场，区域管网抢修半径不大于 20km，30 分钟到达事故现场的抢

修点的布局原则，合理布置抢修站点，并保证经营区域全覆盖。

3、瓶装液化石油气客服中心

（1） 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至少设置 1 个客户服务中心，设置 24 小时服务热

线电话，负责受理电话预约送气、开户、咨询、投诉等方面服务。

（2） 客户服务中心下设若干个配备有电脑及网络的供应站，承但液化石油

气零售、送气等业务。供应站的服务半径按照保证 2 小时之内上门服务考虑。

4、管道供气客户服务中心

（1） 管道气公司按照《燃气服务导则》（GB/T28885-2012）的要求开展供

气业务，各燃气公司至少应设置 1 座客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设置 24 小时

服务热线电话，负责受理电话预约送气、开户、咨询、投诉等方面服务。

（2） 管道供气公司根据供气区域用户分布情况在客户服务中心下设若干

用户服务部。用户服务半径按照满足 1 小时内上门服务的承诺配置。

（3） 管道供气公司根据供气区域用户分布情况设置表灶修理厂，满足客户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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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规划实施建设时序

第五十二条 规划目标实施进度

1、近期规划阶段

表 14-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近期规划建设项目表

2、远期规划阶段

表 14-2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远期规划建设项目表

序

号
名称 站址 规模 建设时期

用地控制

面积

1 川气东送阀室改扩建 原站址 30 万 Nm3/h 2020-2022 -

2 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
纱帽新城通航

产业园
30 万 Nm3/h 2020-2022 8000m2

3 汉能电厂二期调压站 檀军公路 3 万 Nm3/h 2020-2021 2000m2

4
中油-车都中压管网互通

点

纱帽新城兴七

路
3000Nm3/h 2020-2022 2000m2

5 军山物流中心 LNG 加气站
纱帽新城军山

物流中心内
4 万 Nm3/d 2021-2023 4000m2

6

汉南 LNG 码头（一期）

（含水上 LNG 加注站）

（初步选址，最终选址及

建设规模后期专题研究确

定）

纱帽新城通航

产业园

50000m3 2020-2023
陆域：

170000

15 万 Nm3/h 2020-2021
岸线：

200m

7
中南石油液化气站（升官

渡）
升官渡 118m3 2020-2025

拆、改、

并、联

8
民生优能火石油液化气全

力站

东风大道三丰

加油站
160m3 2020-2025

拆、改、

并、联

9
民生优能火石油液化气周

公站
沌口路西段 155m3 2020-2025

拆、改、

并、联

10
武煤百江燃气有限公司乾

能站

沌口路建华社

区
400m3 2020-2025

拆、改、

并、联

11 林达液化石气油储配站 纱帽新城 2020-2025
拆、改、

并、联

12
开发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区
檀军公路 500m3 2020 30000m2

13 高压管道
纱帽新城 103

省道
9km 2020-2025

14 中压管道 100km 2020-2025

15 车都-中油互通点 纱帽新城兴七 3000Nm3/h 2020-2021 年 50m2

路

16 中油-汉宁互通点
纱帽新城月亮

湾路
3000Nm3/h 2020-2024 年 50m2

序

号
名称 站址

规模
建设时期

用地控制

面积

1 军山南高中压调压站 通顺河以东 3 万 Nm3/h 2026-2030 2000m2

2 通津 LNG 加气站 通津物流园 6 万 Nm3/d 2026-2027 5000m2

3 幸福工业园 LNG 加气站 檀军公路南侧 2 万 Nm3/d 2028-2030 3500m2

4 湘洪 LNG 加气站 湘洪工业园 2 万 Nm3/d 2031-2035 3500m2

5

汉南 LNG 码头（二期）

（含水上 LNG 加注站）

（初步选址，最终选址及

建设规模后期专题研究确

定）

纱帽新城通航

产业园（暂定，

后期专题研究

确定站址）

50000m3 2030-2035
陆域：

170000m2

15 万 Nm3/h 2030-2035
岸线：

200m

6 振兴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纱帽新城 2025-2030
拆、改、

并、联

7 硕力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纱帽新城 2030-2035
拆、改、

并、联

8 振兴邓南瓶装供应站 邓南 2025-2030 拆除

9 硕力邓南瓶装供应站 邓南 2030-2035 拆除

10
汉南区液化石油气储配站

区
汉南区乌金大道 200m3

2025-2030 13000m2

11 高压管道 9km 2026-2030

12 中压管道 150km 2026-2035

13 车都-汉宁互通点 乌金社区 3000Nm3/h 2025-2030 年 50m2

14 中油-汉宁互通点
纱帽新城兴二

路
3000Nm3/h 2030-2035 年 5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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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投资匡算

第五十三条 投资匡算

表 15-1 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燃气设施项目投资匡算表

序号 项目 规模 数量 投资估算（万元）

1 川气东送阀室改扩建 30 万 Nm3/h 1 座 1000

2 川气东送汉南接收站 30 万 Nm3/h 1 座 5000

4 汉能电厂二期调压站 3 万 Nm3/h 1 座 1000

5 军山南高中压调压站 3 万 Nm3/h 1 座 1000

6 中压管网互通点 3000Nm3/h 4 座 200

7 LNG 加气站（一级） 6 万 Nm3/d 1 座 3000

8 LNG 加气站（二级） 4 万 Nm3/d 1 座 2000

9 LNG 加气站（三级） 2 万 Nm3/d 2 座 1600

10

LNG 码头（含水上加注

站）

（最终选址及设计规模

后期专题研究确定）

储罐规模：100000m3

加注站：30 万Nm3/d
1 座

200000

（初步估算，最终

估算经后期专题研

究确定）

11 液化石油气储配站区 集中建设区 2 处 7000

12 高压管道 18km 2000

13 中压管道 250km 30000

14 其它费用 12200

15 总投资 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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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五十四条 由于管道燃气的规划与实施，涉及到城市规划、土地征用等

部门，与整个城市建设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要互相兼顾、统一发展。燃

气企业由政府有关部门予以监督， 使其严格按照规划的要求进行建设。

第五十五条 对于经营企业来说，投资较高，利润较低，政府给予相应的

优惠政策，并协调相关部门给予支持，尽量减少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促

进武汉开发区(汉南区)的发展，加快市政建设的进度。

第五十六条 对于未来天然气售价，应结合市场机制，在某一范围或某一

时段内采用浮动价格，针对不同的用户采用不同的价格。

第五十七条 燃气的发展要与开发区（汉南区）建设同时规划、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以保证燃气行业的本质安全，并避免重复建设。

第五十八条 加强规划的管理，加大政府行为的力度，对今后新建的燃气

项目应按照规划执行，从而使燃气事业的发展步入有序的良性循环。

第五十九条 发挥武汉开发区（汉南区）车都优势，鼓励生产 LNG 等清洁

能源车辆。

第六十条 发挥汉南港一类口岸的优势，以“长江大保护”、“气化长江”、

“江海联运”为契机，大力发展天然气船舶用气。

第六十一条 政府加强加大对燃气安全使用意识的宣传，在中小学对学生

实施防灾教育中落实燃气安全使用知识。

第六十二条 政府开发区燃气管理部门应配合武汉市发改委和城管委加

大对燃气成本监审和市场监管。

十七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三部分组成，规

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规划说明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划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人民政府批准之日

起实施。

第六十五条 本规划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

城市管理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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