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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 

评审纪要 

     2017 年 3 月 10 日，襄城县商务局在许昌市瑞贝卡大酒店 7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

了《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评审会，会议邀请了省专家、许

昌市规划局、许昌市商务局、襄城县规划局的八位专家（名单附后），组成了专家评

审组。会议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的汇报，审阅了有

关图件，经过认真评议，一致认为：  

    《规划》现状调查深入，指导思想和原则明确，技术路线清晰，内容较全面，

基本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原则予以通过。  

为使规划更加科学合理，专家组提出以下修改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1、加强与襄城县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相关规划的衔接，保证规划的可实施

性。 

2、关于加油站供需预测以及新能源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入研究，保证预测数据更

具科学性。 

3、城区新建加油站适当考虑布置部分加油、加气、充电三合一站。 

4、对公路沿线加油站间距设置进一步核实，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5、加油站形象设计引导突出襄城特色。 

6、进一步规范文本、图纸、说明书。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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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2016-2030 年) 

评审纪要答复 

1、加强与襄城县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相关规划的衔接，保证规划的可实施

性。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会后项目组认真研究了各个相关规划，加强了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并与规划部

门进行了对接，确保规划的可实施性。 

2、关于加油站供需预测以及新能源发展趋势进一步深入研究，保证预测数据更

具科学性。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规划关于 CNG 加气、加电等新能源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对其未来需求

作出科学预测（详见说明书 P20），为规划布局提供基础。 

3、城区新建加油站适当考虑布置部分加油、加气、充电三合一站。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规划依据加气与加电需求预测，考虑节约国有土地的原则，结合城区新建加油

站布置油气合建站，同时补充了新建加油站配置充电桩的控制要求（详见图则）。 

4、对公路沿线加油站间距设置进一步核实，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规划依据相关规范文件，对公路沿线加油站间距进行了核对，调整了部分间距

过近的加油站，使其符合规范。 

5、加油站形象设计引导突出襄城特色。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会后规划在管理实施部分明确提出了加油站形象设计突出襄城特色的要求（详

见说明书 P33）。 

    6、进一步规范文本、图纸、说明书。。 

【意见采纳情况】 已采纳  

会后项目组认真审阅本次规划成果，对文本、说明书、图纸和图则进行认真检

查，并做进一步规范，对文字、符号仔细甄别，确保本次规划成果质量。 



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 
文本 

 

 

 

 

 

 

 
襄城县商务局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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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规划意义 

为更好服务襄城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成品油分销

服务网络体系，满足于襄城县“三产”成品油零售市场需求，促进工、农业、商业

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发展，编制《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2016-2030）》。 

第 2 条 规划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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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2006］23 号） 

七、《关于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

（豫政办［2016］157 号） 

八、《襄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九、《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十、《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十一、《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 

十二、《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SB/T10390-2004） 

十三、《城市道路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十四、《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十五、国家、省、市相关的其他法规、技术标准 

第 3 条 规划期限 

近期 2016~2020 年： 

远期 2021~2030 年。 

第 4 条 规划范围 

一、县域规划范围：面积 913.8 平方公里，包括 16 个乡镇（9 个镇、7 个乡）。 

二、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东至金襄大道、北至氾城大道、西至平禹铁路、南至

北汝河，规划面积 39.2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 

第 5 条   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图纸、说明书三部分，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两者

不可分割，必须同时使用。 

第 6 条  文本黑色加粗且划横线文字为本次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 7 条  本规划一经襄城县人民政府批准，即具有地方法规效力。解释权归襄城

县商务局所有。 

第 8 条  规划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本规划

进行修改，规划的重大原则变动，必须报原规划审批机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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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条 规划内容 

对县域内的各类加油站，包括城区加油站、城区油气合建站、公路沿线加油站、

农村加油点进行总体布局。  

第 10 条 规划思路 

通过近年襄城县成品油零售量与机动车保有量的数据，同时考虑社会需求量与

交通流量等消费因素，对规划期内的襄城的成品油零售需求进行科学预测，从而推

导出规划期内的加油站数量，然后结合现状加油站分布，依据相关规范与指导条文，

对加油站进行合理布局、对各个加油站的规模、选址、平面布置进行具体控制。 

第 11 条 规划指导思想 

按照“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走科学发展路、建生态文明市”，

重点实施工业强市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更好更快发展的总体要求，贯彻执行国家整

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文件精神，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需求

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满足消费需要的现代化成品油销售服务网络体系。 

第 12 条 规划原则 

一、严格控制加油站总量，规划加油站总量应控制在预测加油站需求量的合理

范围内。 

二、加油站规划要符合国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要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相协调。 

三、根据加油站的服务特性，其规划布局要遵循“面线结合”的原则，中心城

区规划加油站按“面”考虑，以服务半径为控制指标，并均衡布局，高速公路、国

道、省道以及其它等级公路按“线”考虑。 

四、加油站的规划布局的重点在规划新城区、工业园区、新增和改建道路、乡

镇以及网点不足的区域。 

五、规划加油站的位置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适当调整。 

六、根据燃料清洁化的趋势，在城区设置一定的加气站、充电设施，为节约国

有土地资源，宜采用与加油站合建的模式。 

第二章  加油站布局规划 

第 13 条 发展目标 

根据襄城县加油站需求预测，结合襄城县实际需要，襄城县规划期末加油站发

展目标为：建立起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

竞争有序，满足消费需要的现代化成品油销售服务网络体系，至 2030 年规划期末，

全县成品油销量将达到 47.1 万吨左右，规划加油站总数为 92 座，平均单站销量达

到 5120 吨/年，日销量为 14.02 吨/座。 

第 14 条 加油站的选址要求 

一、依据《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SB/T10390-2004），国道、省道、

县道加油站按照每百公里不超过 6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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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乡道公路加油站每百公里原则上不超过 5 对，单侧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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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不超过 5 座；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区加油站

服务半径控制在不低于 0.9 公里。  

二、站址应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城区站址应位于主干道两侧或车辆汇集较

多的地方，郊区站址应靠近城区交通出入口附近。 

三、站址应尽量避开人流密集和重要建筑物，如商业街、文化中心、金融中心、

文物古迹、医院、影剧院等；避开需要保证安全生产的部门，如水厂、电厂、煤气

站、变电站、所等。 

四、站址选择要特别注意地下情况，避开地下构筑物，如人防出入口，各种地

下管线等。避免在塌陷地区及泄洪道旁建设。 

五、依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城市建成区内

的加油站、油气合建站宜靠近城市道路，不宜选在干道交叉路口附近。 

六、加油站建设注重环保安全，加油站选址应充分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

加强环境监控。加油站与城市一、二级饮用水源保区及饮用水源汲水点的水域距离

应不小于 1000 米，陆域不小于 500 米，避免对水资源产生污染。 

第 15 条 加油站的建设控制要求 

一、加油站建设规模控制 

按现行的《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要求，其建设

规模与要求应遵循以下原则：在城市建成成区内不应建一级加油站、一级加气站和

一级加油加气合建站。国道、省道、重点县道加油站以一、二级站为主，乡道加油

站以三级站为主。 

二、与人口聚散点和重要公共设施的距离 

加油站出口与学校、医院和住宅生活区等设施的主要出入口距离，不宜小于

50 米，避免加油车辆对行人带来不便；加油站出入口与桥梁引道口、隧道口、铁

路平交道口、军事设施、堤防等重要设施的距离应在 100 米以上。 

三、加油站进出口要求 

建设必须保证加油站出入口的行车视距：加油站不宜设在道路弯道、竖曲线的

100 米以内；加油站进出口的视距一般不少于 100 米，特殊情况下不得小于 50 米

的距离。 

四、消防间距控制 

加油站布局应满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中加

油站与站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要求规定。 

表                 汽油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m） 

站外建（构）筑物 

站内汽油设备 

埋地油罐  加油机、通气管管

口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无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重要公共建筑物 50 40 35 50 40 35 50 40 35 50 40 35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

花地点 
30 24 21 25 20 17.5 18 14.5 12.5 18 14.5 12.5 

民用

建筑

一类保护物 25 20 17.5 20 16 14 16 13 11 16 13 11 

二类保护物 20 16 14 16 13 11 12 9.5 8.5 12 9.5 8.5 

https://www.baidu.com/s?wd=%E5%9F%8E%E5%B8%82%E5%BB%BA%E6%88%90%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AR1nj04PW9hPHIBuyf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cvP1ndPWfznHR3nWTkPWTsr0
https://www.baidu.com/s?wd=%E4%BA%A4%E5%8F%89%E8%B7%AF%E5%8F%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AR1nj04PW9hPHIBuyf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cvP1ndPWfznHR3nWTkPWT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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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

护类

别 

三类保护物 16 13 11 12 9.5 8.5 10 8 7 10 8 7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

房、 库房和甲、乙

类液体储罐 

25 20 17.5 22 17.5 15.5 18 14.5 12.5 18 14.5 12.5 

丙、丁、戊类物品生

产厂房、库房和丙类

液体储罐以及容积

不大于 50m3的埋地

甲、乙类液体储罐 

18 14.5 12.5 16 13 11 15 12 10.5 15 12 10.5 

室外变配电站 25 20 17.5 22 18 15.5 18 14.5 12.5 18 14.5 12.5 

铁路  22 17.5 15.5 22 17.5 15.5 22 17.5 15.5 22 17.5 15.5 

城市 

道路 

快速路、主

干路 
10 8 7 8 6.5 5.5 8 6.5 5.5 6 5 5 

次干路、支

路 
8 6.5 5.5 6 5 5 6 5 5 5 5 5 

架空通信线和通信

发射塔 

1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5 5 5 

架空

电力

线路 

无绝缘层 
1.5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6.5m 

1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6.5m 
6.5 6.5 

有绝缘层 
1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0.75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5 5 

注: 1、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和甲、乙类物品及甲、乙类液体的定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的规定。 

2、重要公共建筑物及其它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划分应符合附件二的规定。 

3、对柴油罐及其通气管管口和柴油加油机，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30%。 

4、对汽油罐及其通气管管口，若设有卸油油气回收系统，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20%;当同时设置卸油和

加油油气回收系统时，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30%，但均不得小于 5m。 

5、油罐、加油机与站外小于或等于 1000KVA 箱式变压器、杆装变压器的防火距离，可按本表的室外

变配电站防火距离减少 20%。 

6、油罐、加油机与郊区公路的防火距离按城市道路确定：高速公路、Ⅰ级和Ⅱ级公路按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确定，Ⅲ级和Ⅳ级公路按照城市干路、支路确定。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的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

的防火距离，不应小于下表的规定。 

表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m）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  

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距离(m) 

名称 

供气瓶组、

脱硫脱水装

置 

放散管

管口 

储气井组、

加气机、压

缩机 

项

目 

重要公共建筑物 100 100 10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25 20 

民用建筑物  

保护类别 

一类保护物 

二类保护物 20 20 14 

三类保护物 18 15 12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甲、乙类液体储罐 25 25 18 

其它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丙类液体储罐以及容积不大于

50m3 的埋地甲、乙类液体储罐 

18 18 13 

室外变配电站 25 25 18 

铁路 30 30 22 

城市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12 10 6 

次干路、支路 10 8 5 

架空通信线 国家一、二级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不跨越加

气站 

一般 1 倍杆高 1倍杆高 

架空电力线路 电压>380V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不跨越加

气站 

电压≤380V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注：1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撬装设备与站外建筑物的防火距离，应按本表相应 设备的防火距离确定。  

2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郊区公路的防火距离按城市道路确定：高速公路、 Ⅰ级和Ⅱ级公路按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确定；Ⅲ级和Ⅳ级公路按照城市 次干路、支路确定。 

第 16 条 加油站总体布局 

根据以上预测分析，本规划结合全县加油站现状分布、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

乡总体规划以及道路建设情况，以满足实际需要，统筹考虑，对城区与各乡镇的加

油站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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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加油站规划 

规划对于现状加油站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规划需求，区别对待，其措施

分为以下两种： 

1）现状拆除——现状拆除——对于布局严重违反相关规范规定，以及与未来

规划轻轨建设产生冲突的现状加油站，规划予以拆除；远期实施对布局不合理的现

状加油站拆迁，以满足相关规范要求，详见附表二。 

2）现状保留——对于布局基本合理，经营状况较好的现状加油站，规划予以

保留，部分整改，规划保留现状加油站共计 42 座，详见附表三。 

二、新建加油站规划 

规划新建加油站包括现状迁建和新建两类。至规划期末，共新建加油站 50 座，

详见附表四。 

第 17 条 城区加油站布局规划 

至规划期末，规划城区加油站 13 座，其中，现状保留加油站共 6 座，新建加

油站 7 座（油气合建站 1 座）。为节约城区用地，在中心城区，中小型加油站将成

为城区加油站的发展方向，规划城区加油站等级以中小型为主，其中，中型 3 座、

小型 10 座（≤1300 m²），具体布局规划详见附表五。 

第 18 条 公路沿线加油站布局规划 

规划共布置 79 座公路沿线加油站，其中现状保留 36 座，新建加油站 43 座（含

迁建 6 座），具体规划详见附表六。 

第三章  加油站近期建设规划 

第 19 条 城区加油站近期建设规划 

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城区加油站近期规划以现状加油站的保留、拆除与整改为

主（拆除情况详见附表二），远期迁建的现状加油站，近期予以保留。 

近期至 2020 年规划期末，规划城区加油站 10 座，其中现状保留 7 座，新建 3

座，详见附表七。 

第 20 条 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建设规划 

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规划以现状保留、整改与升级为主，而新建加油站应以国、

省道公路沿线建设为优先，还应解决现状部分乡镇加油站建设空白问题。同时，为

了衔接远期建设，对于远期迁建的加油站，近期应予以保留。 

至 2020 年，规划公路沿线加油站 55 座，其中保留 42 座，新建 13 座， 详见

附表八。 

第四章  规划管理与实施 

第 21 条 加大规划实施力度 

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应积极推动本辖区成品油市场建设，及时研究解决成品油

流通中的重大问题，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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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条 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的协调机制 

本规划是依法行政、整顿和规范襄城县成品油市场的重要依据，需要多部门协

调，共同推进实施。 

第 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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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条 规范成品油行业经营行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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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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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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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5 条 提升加油站的的设计水平与服务质量 

在建设管理中，应注重提高加油加气站的设计水平和建筑质量，加油站形象设

计应突出襄城地方特色；同时完善内部功能，合理设施布局，改进加油工艺，加强

安全管理，美化站内环境，整体提升加油加气站的服务水平和窗口形象。 

 

第 26 条 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本规划经襄城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报河南省商务厅复审批准后，由襄城县商

务局组织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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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城县商务局可根据襄城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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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附表 

附表一                   襄城县加油站现状统计一览表 

现状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详细地址 

占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分类 

0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二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双庙路口 5400 44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三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阳镇桥

东 
35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四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阳镇桥

西 
4272.6 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0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六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侯楼村紫

云大道 
5500 19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05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八加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口路东南 
4620 633.1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九加油站 

城区二环路与首山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 
2733 610.5 城区加油站 

07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阿里山加油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北三环交

叉口东北角 
4076 264.44 城区加油站 

0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七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坡李村 5666 37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七里店村 3448.64 575.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南段女子交

警岗南 300m 路东 
624.95 107.94 城区加油站 

11 襄城县林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烟城路交 1727.35 372 城区加油站 



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                                                                                                                                                                                                          文本 

8 

 

叉口西 

12 
襄城县襄洛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 

城区迎宾路与灵武大道交

叉口西 150 米路南 
1439 187 城区加油站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洛界

路南高速桥东 150m 
2647.56 3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 米洛

界路北 
1608.4 157.2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点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

界路南 
3280.36 238.24 农村加油点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肖路南 342 15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17 中石化范湖纸房加油点 
范湖乡纸户村西头洛界路

北 
200 100 农村加油点 

18 中石化范湖油坊孙加油点 
范湖乡廊坊村东头洛界路

北 
1497.03 42 农村加油点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姜庄乡街西头洛界路与姜

范路交叉口西 50m 
3018.79 412.3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姜庄乡 S238 姜庄西 4389.34 104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21 海山石化有限公司 
湛北乡 311 国道卧虎山东

侧紫云大道西 
17796 127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南 300m 紫云

大道西 
5519.07 879.08 城区加油站 

23 襄城县万庄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东头紫云大道

西 
1530 320 城区加油站 

24 中石化宋庄加油点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666 104 农村加油点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原王洛

镇宋庄加油站） 

王洛镇阎寨村南 500m 襄

禹路东 
2197.34 159.81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6 襄城县王洛南加油站 
王洛镇王洛南余楼村南

100m 襄禹路西 
5033.13 392.51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王洛镇谢庄路口襄禹路西 2381.69 98.55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十里铺镇襄禹路西井庄村

路口南 200m 
1669.2 195.89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站 
库庄镇三环路与襄禹路口

北 200m 襄禹路东 
6128.22 532.66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李吾庄村西头南

100m 襄禹路东 
1487.94 107.81 城区加油站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村西头

洛界路北 
4674.32 371.58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32 襄城县襄洛石化加油站 
十里铺镇十里铺村街屯洛

界路北 
1738.12 231.04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33 襄城县顺通加油站 
城区仝庄村东口路南县三

高西 200m 处 
1450.82 80.89 城区加油站 

34 襄城县保良加油站 
城区烟城路与东环路交叉

口南 350m 路东 
2187.91 523.74 城区加油站 

35 襄城县鑫鑫加油站 
城区水坑陈村东紫云大道

交叉口南 500m 
3450.7 425.54 城区加油站 

36 襄城县安庄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首山大道交

叉口西 300m 路北 
2963 56.81 城区加油站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有限公司

（加油点） 
紫云镇潘庄村东 2300 630 农村加油点 

38 中石化山头店孙庄加油点 山头店镇孙庄 609.5 74.8 农村加油点 

39 
中石化颖阳镇大路李加油

站 
颖阳镇大路李 189 5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0 襄城县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74.4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1 
襄城县颖桥回族镇永超加

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90.3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2 襄城县颖阳加油站 颖阳镇刘庄村 1350 24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43 襄城县颖阳镇五学加油站 
颖阳镇陈刘候村东头紫云

大道东 
20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44 襄城县双庙电脑加油站 颖阳镇双庙路口 1400 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5 襄城县颖汝灌区加油点 山头店镇大陈村 900 60 农村加油点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麦岭镇洛界路西前纪村 2500 1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站 丁营乡榆孙村东 3668.5 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庄 2000 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一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紫云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 
6500 1300 城区加油站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三加油站 

城区北二环路与襄禹路交

叉口转盘处东北角 
1200 150 城区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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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四加油站 
紫云镇 311 国道坡刘村段 3000 5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五加油站 
王洛镇西村北 500m 处 3000 12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5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六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刘侯村 2600 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七加油站 
库庄镇李树村 4000 9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八加油站 

茨沟乡肖庄村洛界路白关

渠桥东 400m 路南 
1800 2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5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加油站 

城区西环路与烟城路东北

角 
3000 500 城区加油站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一加油

站 

城区东环路与八七路交叉

口北 200m 路东 
1800 280 城区加油站 

5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二加油

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路南许

平南高速口 
756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5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三加油

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柿园村

西 350m 路南 
3000 5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6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四加油

站 

城关镇紫云大道豫十三矿

路口交叉口西北角 
12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附表二                   现状加油站拆除一览表 

序号 
现状

编号 
现状加油站名称 措施 拆除、拆迁原因 

1 0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许昌襄

城第二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2 0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许昌襄

城第三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3 11 林业加油站 近期拆除 

城市规划建设需要，服

务半径重叠，不符合规

范 

4 12 襄城县襄洛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5 21 海山石化有限公司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6 23 襄城县万庄加油站 近期拆除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序号 
现状

编号 
现状加油站名称 措施 拆除、拆迁原因 

规范 

7 26 襄城县王洛南加油站 近期拆除 分布过密，不符合规范 

8 33 襄城县顺通加油站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9 34 保良加油站 近期拆除 城市规划需要，需拆除 

10 35 襄城县鑫鑫加油站 近期拆除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规范 

11 36 安庄加油站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12 42 襄城县颖阳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13 43 襄城县颖阳镇五学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14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一加油站 
近期拆迁 

城市规划需要，且服务

半径重叠，不符合规范 

15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三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规范 

16 5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七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不符合规范 

17 5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八加油站 
近期拆迁 

离水源地过近，不满足

环保安全要求。 

18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十一加油站 
近期拆迁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附表三                 现状加油站保留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1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3 现状 05 中国石化第八加油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5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20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6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7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3448.64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 

8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9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油站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10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11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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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12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整改 

13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坊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14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房孙加油站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15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6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17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18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级 

19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0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1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22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23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1487.94 城区加油站 保留 

24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5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站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6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加油站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级 

27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店孙庄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级 

28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9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0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油站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1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2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区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33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34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整改 

35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6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7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8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加油站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9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40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二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41 现状 59 中国石油十三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4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四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附表四                  新建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编号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新建 01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南

3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0迁建 

新建 02 
城区八七路与襄禹路交叉口东

100m 路南 
2000 

油气合建站（城区加油站

+CNG 加气站） 
现状 49迁建 

编号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新建 03 
城区文化路与紫云大道交叉口西

35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7迁建 

新建 04 城区金襄大道路东（水坑陈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5 
城区金襄大道与文昌路交叉口北

1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6 
城区中心路与灵武大道交叉口东

10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5迁建 

新建 07 
城区百宁大道与乾明大道交叉口北

400 路东（党庙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8 王洛镇闫寨村西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新建 09 王洛镇何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0 汾陈乡方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1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2 阿里山路北段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3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4 颍阳镇邢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02迁建 

新建 15 颍阳镇苏庄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现状 01迁建 

新建 16 颍阳镇大河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7 双庙乡槐树王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42迁建 

新建 18 双庙乡岗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43迁建 

新建 19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20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1 双庙乡岗常村西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54迁建 

新建 22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3 库庄镇灵树村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4 十里铺镇商庄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25 十里铺镇侯村北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新建 26 紫云镇十三矿张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7 紫云镇石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28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9 湛北乡古村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21迁建 

新建 30 山头店乔庄村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1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2 茨沟乡罗沟村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3 茨沟乡屯李北县道 016 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34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5 丁营乡柏宁岗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36 丁营乡霍堰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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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新建 37 丁营乡彦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38 麦岭镇圈刘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39 麦岭镇县道 024 路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0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1 姜庄乡汪集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2 姜庄乡段店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3 姜庄乡路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4 姜庄乡耿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45 范湖乡宋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6 范湖乡裴昌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7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8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9 范湖乡竹园村南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50 范湖乡牛庄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附表五                城区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汜

城大道交叉口东北 
20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2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襄业路与襄禹

路交叉口北 200m路

东 

1487.94 城区加油站 保留 

3 新建 01 --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

设路交叉口南 3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0

迁建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

站 

城区建设路与首山

大道交叉口西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5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即

墨路交叉口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6 新建 02 -- 

城区八七路与襄禹

路交叉口东 100m路

南 

2000 

油气合建站

（城区加油站

+CNG 加气站） 

现状 49

迁建 

7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

站 

城区烟城路与龙兴

大道交叉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8 新建 03 -- 

城区文化路与紫云

大道交叉口西 35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7

迁建 

9 新建 04 -- 城区金襄大道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 

（水坑陈村北） 

10 新建 05 -- 

城区金襄大道与文

昌路交叉口北 1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 

11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书

院路交叉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12 新建 06 -- 

城区中心路与灵武

大道交叉口东 10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5

迁建 

13 新建 07 -- 

城区百宁大道与乾

明大道交叉口北 400

路东（党庙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附表六                公路沿线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

（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5 中国石化第八加油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口路东南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四加

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路口交叉口西北角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3 新建 08 -- 王洛镇闫寨村西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4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 
王洛镇闫寨村南 500m 襄

禹路东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5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加油

站 
王洛镇西村北 100m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6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王洛镇谢庄村口襄禹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7 新建 09 -- 王洛镇何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8 新建 10 -- 汾陈乡方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9 新建 11 --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0 新建 12 -- 阿里山路北段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1 新建 13 --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2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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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14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加油

站 

颍阳镇 311 国道桥北头

5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15 新建 14 -- 颍阳镇邢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02

迁建 

16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颍阳镇镇区南 311 国道西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17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油站 颍阳镇陈刘候村南 3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18 新建 15 -- 颍阳镇苏庄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现状 01

迁建 

19 新建 16 -- 颍阳镇大河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20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加油

站 
颍阳镇大路李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21 新建 17 -- 双庙乡槐树王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42

迁建 

22 新建 18 -- 双庙乡岗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43

迁建 

23 新建 19 --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24 新建 20 --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5 新建 21 -- 双庙乡岗常村西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54

迁建 

26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加油

站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省

道 229 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升

级 

27 新建 22 --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8 新建 23 -- 库庄镇灵树村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9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

站 

库庄镇汜水大道与襄禹路

交叉口北 200 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30 新建 24 -- 十里铺镇商庄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31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十里铺镇西井庄村路口南

200m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 

32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村西头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保留整

（乡道） 改 

33 新建 25 -- 
十里铺镇侯村北国道 238

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34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站 十里铺村街屯洛界路北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35 新建 26 -- 紫云镇十三矿张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36 新建 27 -- 紫云镇石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37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加

油站 
紫云镇石庙羊村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升

级 

38 新建 28 --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39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湛北乡七里店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40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加油

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刘侯村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41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加油

站 
湛北乡坡李村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42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加油

站 

湛北乡坡刘村 311 国道路

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43 新建 29 -- 湛北乡古村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21

迁建 

44 新建 30 -- 山头店乔庄村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45 新建 31 --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46 现状 59 中国石油十三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柿园村

西 350m 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47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店孙

庄加油站 
山头店孙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升

级 

48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区加

油站 
山头店大陈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49 新建 32 -- 茨沟乡罗沟村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50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m 洛

界路北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 

51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

站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

界路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升

级 



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                                                                                                                                                                                                          文本 

13 

 

52 新建 33 -- 
茨沟乡屯李北县道 016 路

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53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二加

油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许平南

高速口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54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

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省道

328 路北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55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

站 
丁营乡榆孙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整

改 

56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

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57 新建 34 --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58 新建 35 -- 丁营乡柏宁岗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59 新建 36 -- 丁营乡霍堰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0 新建 37 -- 丁营乡彦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1 新建 38 -- 麦岭镇圈刘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2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麦岭镇镇区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63 新建 39 -- 麦岭镇县道 024 路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4 新建 40 --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5 新建 41 -- 姜庄乡汪集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6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姜庄乡洛界路与姜范路交

叉口西 50m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67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姜庄乡袁村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68 新建 42 -- 姜庄乡段店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9 新建 43 -- 姜庄乡路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0 新建 44 -- 
姜庄乡耿庄村南省道 238

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71 新建 45 -- 范湖乡宋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 

（县道） 

72 新建 46 -- 范湖乡裴昌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3 新建 47 --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74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肖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整

改 

75 新建 48 --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6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坊加

油站 

范湖乡纸房村西头洛界路

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77 新建 49 -- 范湖乡竹园村南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8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房孙

加油站 

范湖乡油坊孙东头洛界路

北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79 新建 50 -- 范湖乡牛庄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附表七               城区加油站近期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

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汜城大道交

叉口东北 
20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2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建设路与襄禹路交叉口

东北 
1487.94 

城区加油

站 
保留 

3 现状 50 中石油第三加油站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设路交叉

口东南 
1200 

城区加油

站 

近期保

留，远期

拆迁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站 
城区建设路与首山大道交叉

口西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5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即墨路交叉

口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6 新建 02 -- 
城区八七路与首山大道交叉

口东北 
2000 

油气合建

站（城区

加油站

+CNG加气

站） 

现状 49

迁建 

7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站 
城区烟城路与龙兴大道交叉

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8 新建 03 -- 城区文化路与汝河北路交叉 1300 城区加油 现状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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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西北 站 迁建 

9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书院路交叉

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10 新建 07 -- 
城区百宁大道与中心路交叉

口东南 
1300 

城区加油

站 
-- 

附表八               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规划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

（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5 
中国石化第八

加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

十三矿口路东南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

四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

十三矿路口交叉口

西北角 

1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3 新建 08 -- 王洛镇闫寨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4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

油站 

王洛镇闫寨村南

500m 襄禹路东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5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

加油站 
王洛镇西村北 100m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6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

油站 

王洛镇谢庄村口襄

禹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7 新建 11 --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8 新建 13 --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

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9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

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0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

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1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

加油站 

颍阳镇 311 国道桥

北头 5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2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颍阳镇镇区南 311

国道西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13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

油站 

颍阳镇陈刘候村南

300m311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4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

加油站 
颍阳镇大路李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5 新建 19 --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16 新建 20 --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17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 库庄镇宋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

加油站 300m 省道 229 路东 级 

18 新建 22 --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19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

加油站 

库庄镇汜水大道与

襄禹路交叉口北 200

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20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

油站 

十里铺镇西井庄村

路口南 200m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21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

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

村西头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22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

站 

十里铺村街屯洛界

路北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3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

化加油站 
紫云镇潘庄村东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

级 

24 新建 28 --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

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25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

油站 
湛北乡七里店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26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

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

刘侯村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7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

加油站 
湛北乡坡李村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28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

加油站 

湛北乡坡刘村 311

国道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9 新建 31 --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30 现状 59 
中国石化第十

三加油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

柿园村西 350m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1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

店孙庄加油站 
山头店孙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

级 

32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

区加油站 
山头店大陈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33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

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m 洛界路北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34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

加油站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界路南 
3280.36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

级 

35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

二加油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

许平南高速口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36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

庄加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省道 328 路北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7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 丁营乡榆孙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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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 改 

38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

达加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9 新建 34 --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40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

油站 
麦岭镇镇区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41 新建 40 --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

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42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

油站 

姜庄乡洛界路与姜

范路交叉口西 50m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43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

油站 

姜庄乡集镇西南省

道 238 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44 新建 44 -- 姜庄乡耿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45 新建 47 --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46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

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

肖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整

改 

47 新建 48 --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48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

坊加油站 

范湖乡纸户村西头

洛界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49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

房孙加油站 

范湖乡廊坊村东头

洛界路北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50 现状 01 

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襄城第二

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双

庙路口 
54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1 现状 02 

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襄城第三

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

阳镇桥东 
35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2 现状 21 
海山石化加油

站 

湛北乡 311 国道卧

虎山东侧紫云大道

西 

17796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3 现状 42 
襄城县颖阳加

油站 
颖阳镇刘庄村 135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4 现状 43 
襄城县颖阳镇

五学加油站 

颖阳镇陈刘候村东

头紫云大道东 
20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5 现状 54 

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襄城第

七加油站 

库庄镇李树村 40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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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1.1 规划的意义 

为更好服务襄城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成品油分销

服务网络体系，满足于襄城县“三产”成品油零售市场需求，促进工、农业、商业

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发展，编制《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2016-2030）》。 

1.2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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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商［2006］23 号） 

7）《关于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豫

政办［2016］157 号） 

8）《襄城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9）《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10）《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 

11）《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 

12）《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SB/T10390-2004） 

13）《城市道路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15）国家、省、市相关的其他法规、技术标准 

1.3 规划的期限和范围 

1．规划期限 

近期 2016~2020 年，远期 2021~2030 年。 

2．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与上位总体规划保持一致，分为两个层级： 

1）县域规划范围：面积 913.8 平方公里，包括 16 个乡镇（9 个镇、7 个乡）， 

2）中心城区规划范围：东至金襄大道、北至氾城大道、西至平禹铁路、南至

北汝河，规划面积 39.2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32 平方公里。 

1.4 规划内容与思路 

1．规划内容 

对县域内的各类加油站，包括城区加油站、城区油气合建站、公路沿线加油站、

农村加油点进行总体布局。  

2．规划思路 

通过近年襄城县成品油零售量与机动车保有量的数据，同时考虑社会需求量与

交通流量等消费因素，对规划期内的襄城县成品油零售需求进行科学预测，从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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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规划期内的加油站需求数量，然后结合现状加油站分布，依据相关规范与指导

条文，对加油站进行合理布局，对各个加油站的规模、选址、平面布置进行具体控

制。 

 

规划技术思路 

1.5 指导思想与原则 

1．指导思想 

按照“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走科学发展路、建生态文明市”，

重点实施工业强市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更好更快发展的总体要求，贯彻执行国家整

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文件精神，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需求

相适应，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满足消费需要的现代化成品油销售服务网络体系。 

2．规划原则 

1）严格控制加油站总量，规划加油站总量应控制在预测加油站需求量的合理

范围内。 

2）加油站规划要符合国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要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相协调。 

3）根据加油站的服务特性，其规划布局要遵循“面线结合”的原则，中心城

区规划加油站按“面”考虑，以服务半径为控制指标，并均衡布局，高速公路、国

道、省道以及其它等级公路按“线”考虑。 

4）加油站的规划布局的重点在规划新城区、工业园区、新增和改建道路、乡

镇以及网点不足的区域。 

5）规划加油站的位置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适当调整。 

6）根据燃料清洁化的趋势，在城区设置一定的加气站、充电设施，为节约国

有土地资源，宜采用与加油站合建的模式。 

第二章  规划背景 

2.1 区位分析 

襄城县，隶属于许昌市，位于中原腹地，东倚伏牛山脉之首，西接黄淮平原东

缘。位于北纬 33°51′04″，东经 113°28′54″之间。境内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襄城县

城位于县域中部偏西，县域全境南北长 39 公里，东西宽 38 公里，总面积 913.8 平

方公里。 

襄城县经济区位优越，位于中原经济圈核心圈层，毗邻京广发展轴，与许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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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平顶山市形成半小时经济圈，一小时可到达郑州市。 

襄城县位于河南省中部，许漯平三市交界处，距许昌市 40km，距漯河市 60km，

距平顶山市 20km，受到许漯平三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共同辐射。 

襄城县交通优势明显，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境内铁路、公路纵横交错，四

通八达。漯宝、平禹铁路贯穿境内，东接京广线，西连焦枝线，311 国道、238 省

道、103 省道交汇城区，许平南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必将进

一步促进襄城商业发展。 

2.2 社会经济发展 

襄城县辖 9 镇、7 乡、441 个行政村、面积 913.8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86.62

万人、流动人口 15 万人。“十二五”期间，襄城县城镇人口从 2010 年的 22.69 万人，

增长到 2015 年的 31.70 万人，城镇化率从 2010 年的 27.5%提高到 2015 年的 36.6%，

城镇化进程呈加快发展趋势。 

2015 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303 亿元，同比增长 8.6%；其中二、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达 83.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41.8 亿元、同比增长 18.2%;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67.6 亿元，同比增长 12.9%；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12.63 亿元，同比增长

13.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907 元，同比增长 9.5%；农民人均纯收入 12599

元，同比增长 10.5%。 

成品油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源，成品油需求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成品油需求

的增长速度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之间有一定的弹性系数，一般情况下，地区

生产总值每增长 1 个百分点，成品油需求也将增加 0.8---1 个百分点。“十三五”时

期，襄城县生产总值预计年均增长 8.5%以上，其对成品油需求也将快速增长。 

2.3 综合交通建设 

襄城县区位、交通优势明显，东距京广铁路、京珠高速 20 公里，北距新郑国

际机场 70 公里，平（顶山）禹（州）铁路贯穿南北，漯（河）宝（丰）铁路跨越

东西，许（昌）平（顶山）南（阳）高速穿境而过；G311 国道、S329、S238、S103、

S231、S242 等省道交汇于县城，今年来公路交通建设发展迅速，目前境内公路总

里程 1571.26 公里，其中：兰南高速公路襄城段 24 公里；国道 311 线 30.66 公里；

省道 3 条(S103 22.6 公里 S238 44 公里 S329 29 公里）95.6 公里，县道 6 条 225 公

里，乡道 34 条 395 公里，村道 318 条 786 公里，专用公路 1 条 13 公里，全县 16

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全部实现了通三级以上公路，441 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 

2.4 机动车保有量 

2013 以来，襄城县机动车保有量呈迅速增长，至 2016 年，襄城县共拥有各类

车辆 8.9 万，其大中型车辆 1529 辆，小型车辆 41199 辆，摩托车辆 46365 辆。由下

图表可见，襄城县机动车保有量呈逐年增长趋势。 

表 2-1：     襄城县近年（2013-2016 年）机动车保有量一览表 

年份 大中型（辆） 小型（辆） 摩托车（辆） 总计（辆） 

2013 年 1356 17872 42673 61901 

2014 年 1598 25636 41155 68389 

2015 年 1491 33579 45837 80907 

2016 年 1529 41199 46365 8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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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私家车汽车数量剧增，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

农村特别是边远乡村成品油需求量急剧增加。在农村增加设置加油点，既是形势的

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落实中央惠农政策的重要举措。 

2.5 上位规划解读——《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1.规划要点  

1）规划范围与期限 

县域：襄城县的行政辖区，面积 913.8 平方公里，包括 16 个乡镇（9 个镇、7

个乡），435 个行政村及 6 个移民村。 

中心城区：东至金襄大道、北至氾城大道、西至平禹铁路、南至北汝河，简称

城区，面积 39.2 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本规划期限为 2015 年—2030 年，其中： 

近期：2015 年—2020 年； 

远期：2021 年—2030 年； 

2）人口规模与建设规模 

2015 年，襄城县总人口 86.62 万人，常住人口 67.68 万人，其中， 城镇人口为

24.79 万人，城镇化水平为 36.33%。中心城区人口 18 万人，用地规模为 19.09 平方

公里，人均用地面积为 106.03 平方米。 

规划至 2020 年，襄城县县域常住人口为 70 万人，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约

为 45%，中心城区人口 23 万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 105 平方米/人以内，城

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24.15 平方公里以内；按规划实际，2020 年城市建设用地规

模 24.07 平方公里。 

规划至 2030 年，襄城县县域常住人口为 80 万人，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约

为 60%，中心城区人口 30 万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 100 平方米/人以内，城

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32 平方公里以内；按规划实际，2030 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31.97 平方公里。 

3）县域村镇体系规模等级规划 

规划形成“中心城区-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五级等级规模结构。其

中中心城区规划人口 30 万人；重点镇规划人口 1.0—2.0 万人/个；一般镇规划人口

0.5—1.0 万人/个； 中心村规划人口 0.2—0.5 万人/个；基层村规划人口 0.1—0.2 万

人/个，具体人口规模如下表： 

表 2-5            襄城县各乡镇具体人口规模规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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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等级名称 个数 名称 人口规模（万人） 

Ⅰ 中心城区 1   中心城区 32 

Ⅱ 重点镇 5 王洛、 麦岭、颍阳、紫云、库庄 1-2 

Ⅲ 一般镇 10 
范湖、颍回、湛北、茨沟、十里铺、

汾陈、山头店、丁营、双庙、姜庄 
0.5-1 

Ⅳ 中心村 50 —— 0.2—0.5 

Ⅴ 基层村 111 —— 0.1—0.2 

2.规划解读 

1）本次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与期限保持一致性，作好与上位规划

的协调。 

2）总规对襄城县的城镇化率进行了预测，城镇化率由 2015 年的 36.33%，至

2020 年提升至 45%。2030 年提升至 60%；中心城区面积由 19.09 平方公里扩大至

39.2 平方公里，规划期内城镇化速度发展迅速。规划期内，城区面积新增 20 平方

公里，通过强力招商引资，城区人口翻了一番。原城区加油站对成品油的供应量已

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由此可见，城区对成品油的需求未来会进一步增长。 

3）县域等级规模结构的规划，对各个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人

口进行了规划，这为各乡镇加油站的布置需求提供了依据。 

第三章  加油站网点现状分析 

3.1 加油站建设的相关标准 

3.1.1 加油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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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以下三种分类方法： 

1）根据加油站分布的地理位置不同，将加油站划分为：县城加油站、乡镇加

油站。 

县城加油站：指位于县城中心城区内的加油站。 

乡镇加油站：指位于各乡镇内的加油站。 

2）根据加油站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可分为三类：城区加油站、公路沿线加油

站及农村加油点（单品点）。 

城区加油站：指为经过城区的交通车辆服务的加油站。 

公路沿线加油站：指为通过高速公路、国省道、县乡道的来往车辆服务的加油

站。 

农村加油点：指仅面向乡村农机车辆服务的单品种加油网点，只能经营柴油。 

3）根据加油站所属企业性质可划分为：中石油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和社会

加油站。 

3.1.2 加油站等级 

结合国标《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中的加油站、合建站的等级划分

（见表 3-1、3-2）和国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见表 3-3）中的公共加油

站用地面积，规划将襄城县加油站按照占地面积、加油车位、罩棚面积和站房面积

划分为三个等级：大型加油站、中型加油站和小型加油站，具体分类标准见下表 3-4： 

表 3-1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加油站的等级划分 

加油站级别 油罐容积（m³） 

总容积 单罐容积 

一级 150＜V≤210 V≤50 

二级 90＜V≤150 V≤50 

三级 V≤90 汽油罐 V≤30，柴油罐 V≤50 

表 3-2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加油和 CNG 加气合建站的等级划分 

级别 
油品储罐容积（m3） 

CNG 储气设施总容积（m3） 
总容积 单罐容积 

一级 61-100 ≤50 
≤12 

二级 ≤60 ≤30 

表 3-3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公共加油站用地面积 

昼夜加油的车次数 300 500 800 1000 

用地面积（万㎡） 0.12 0.18 0.25 0.3 

表 3-4                  本规划加油站等级划分标准 

建设分类 
占地面积 加油车位 罩棚面积 站房面积 

备注 
（㎡） （个） （㎡） （㎡） 

全县 

大 3000 12 1200 150-180 适用于日加油量 30 吨以上 

中 2000 8 700 80-120 适用于日加油量 20 吨以上 

小 1300 4 350 60-100 适用于日加油量 5 吨以上 

注：此等级划分标准适用于加油、加气合建站。 

3.1.3 加油站服务水平评价标准 

根据汽车数量、汽柴油零售数量和公路总里程这三个方面同等城市水平状况，

结合这些城市加油站的数量、经营水平与此次规划襄城县的加油站进行对比，设计

以下两个指标，作为评判加油站服务水平的标准。   

1）站均销售量（吨/年）：1 座加油站一年销售多少吨汽柴油；  

2）加油站分布（座/百公里）：平均每百公里公路上的加油站数量。  

3.2 现状加油站分析 

3.2.1 现状加油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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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襄城县销售成品油 12.5 万吨，相比 2015 年的 11.5 万吨，销售量增长

8.7%，2013-2016 年，襄城县销售成品油统计见表 3-5： 

表 3-5               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历年统计表 

年份 全年成品油销售量（万吨） 增长率（%） 

2013 9 —— 

2014 10.1 12.22  

2015 11.5 13.86  

2016 12.5 8.70  

目前，襄城县全县公路里程已达到 798.1km，公路密度达到了 86.75 公里/百平

方公里，襄城县加油站服务车辆数达到了 8500 辆/座。 

3.2.2 现状加油站总体概况 

截止 2016 年 9 月，襄城县现状加油站共计 60 座，本次规划对现状加油站占地

面积、建筑面积和分类进行具体统计，详细情况见表 3-6： 

表 3-6                  襄城县加油站现状统计一览表 

现状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详细地址 

占地面积

（㎡） 

建筑面

积（㎡） 
分类 

0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二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双庙路口 5400 44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三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阳镇桥

东 
35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3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四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阳镇桥

西 
4272.6 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04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六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侯楼村紫

云大道 
5500 19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05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八加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口路东南 
4620 633.1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九加油站 

城区二环路与首山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 
2733 610.5 城区加油站 

07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阿里山加油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北三环交

叉口东北角 
4076 264.44 城区加油站 

08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

南许昌襄城第七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坡李村 5666 37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七里店村 3448.64 575.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南段女子交

警岗南 300m 路东 
624.95 107.94 城区加油站 

11 襄城县林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烟城路交

叉口西 
1727.35 372 城区加油站 

12 
襄城县襄洛石化有限责任

公司 

城区迎宾路与灵武大道交

叉口西 150 米路南 
1439 187 城区加油站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洛界

路南高速桥东 150m 
2647.56 3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 米洛

界路北 
1608.4 157.2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点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

界路南 
3280.36 238.24 农村加油点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肖路南 342 15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17 中石化范湖纸房加油点 
范湖乡纸户村西头洛界路

北 
200 100 农村加油点 

18 中石化范湖油坊孙加油点 
范湖乡廊坊村东头洛界路

北 
1497.03 42 农村加油点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姜庄乡街西头洛界路与姜

范路交叉口西 50m 
3018.79 412.3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姜庄乡 S238 姜庄西 4389.34 104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21 海山石化有限公司 
湛北乡 311 国道卧虎山东

侧紫云大道西 
17796 127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南 300m 紫云

大道西 
5519.07 879.08 城区加油站 

23 襄城县万庄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东头紫云大道

西 
1530 320 城区加油站 

24 中石化宋庄加油点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666 104 农村加油点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原王洛

镇宋庄加油站） 

王洛镇阎寨村南 500m 襄

禹路东 
2197.34 159.81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6 襄城县王洛南加油站 
王洛镇王洛南余楼村南

100m 襄禹路西 
5033.13 392.51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王洛镇谢庄路口襄禹路西 2381.69 98.55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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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十里铺镇襄禹路西井庄村

路口南 200m 
1669.2 195.89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站 
库庄镇三环路与襄禹路口

北 200m 襄禹路东 
6128.22 532.66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李吾庄村西头南

100m 襄禹路东 
1487.94 107.81 城区加油站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村西头

洛界路北 
4674.32 371.58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32 襄城县襄洛石化加油站 
十里铺镇十里铺村街屯洛

界路北 
1738.12 231.04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33 襄城县顺通加油站 
城区仝庄村东口路南县三

高西 200m 处 
1450.82 80.89 城区加油站 

34 襄城县保良加油站 
城区烟城路与东环路交叉

口南 350m 路东 
2187.91 523.74 城区加油站 

35 襄城县鑫鑫加油站 
城区水坑陈村东紫云大道

交叉口南 500m 
3450.7 425.54 城区加油站 

36 襄城县安庄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首山大道交

叉口西 300m 路北 
2963 56.81 城区加油站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有限公司

（加油点） 
紫云镇潘庄村东 2300 630 农村加油点 

38 中石化山头店孙庄加油点 山头店镇孙庄 609.5 74.8 农村加油点 

39 
中石化颖阳镇大路李加油

站 
颖阳镇大路李 189 5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0 襄城县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74.4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1 
襄城县颖桥回族镇永超加

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90.3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2 襄城县颖阳加油站 颖阳镇刘庄村 1350 240.8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43 襄城县颖阳镇五学加油站 
颖阳镇陈刘候村东头紫云

大道东 
20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44 襄城县双庙电脑加油站 颖阳镇双庙路口 1400 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5 襄城县颖汝灌区加油点 山头店镇大陈村 900 60 农村加油点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麦岭镇洛界路西前纪村 2500 1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站 丁营乡榆孙村东 3668.5 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庄 2000 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一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紫云大道交

叉口西北角 
6500 1300 城区加油站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三加油站 

城区北二环路与襄禹路交

叉口转盘处东北角 
1200 150 城区加油站 

5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四加油站 
紫云镇 311 国道坡刘村段 3000 5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五加油站 
王洛镇西村北 500m 处 3000 12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5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六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刘侯村 2600 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七加油站 
库庄镇李树村 4000 9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5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八加油站 

茨沟乡肖庄村洛界路白关

渠桥东 400m 路南 
1800 28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5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加油站 

城区西环路与烟城路东北

角 
3000 500 城区加油站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一加油

站 

城区东环路与八七路交叉

口北 200m 路东 
1800 280 城区加油站 

5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二加油

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路南许

平南高速口 
756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5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三加油

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柿园村

西 350m 路南 
3000 5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6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襄城第十四加油

站 

城关镇紫云大道豫十三矿

路口交叉口西北角 
1200 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3.2.3 现状加油站分类分析 

依据加油站的三种分类方法，可分别对现状加油站的分布情况、服务水平与企

业构成进行具体分析： 

1.现状加油站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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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襄城县加油站地理位置分布：县城加油站 16 座，占总数的 27%；乡镇加油

站 44 座，占总数的 73%。详见下表 3-7 

表 3-7                  加油站分布分类统计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加油站点（座） 

1 县城加油站 16 

2 乡镇加油站 44 

 

1）县城加油站分析 

中心城区人口 18 万人，现状建设用地规模为 19.09 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面积为

106.03 平方米，而现状县城加油站共有 16 座，其中，大型加油站 6 座、中型加油

站 8 座、小型加油站 2 座。按照商务部批准《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中城

区加油站的服务半径不少于 0.9km，折算分布密度 ρ＜0.39 座/平方千米，城区公共

加油站的数量上限应控制在 8 座。同时由于城区用地紧张，加油站规模不宜过大，

应以中小加油站为主。  

表 3-8                现状城区加油站统计一览表 

序

号 

现状编

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详细地址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分类 

1 0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河南许昌襄城第九

加油站 

城区二环路与首山大道

交叉口西北角 
2733 610.5 

城区加

油站 

2 07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河南许昌襄城阿里

山加油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北三环

交叉口东北角 
4076 264.44 

城区加

油站 

3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南段女子

交警岗南 300m 路东 
624.95 107.94 

城区加

油站 

4 11 襄城县林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烟城路

交叉口西 
1727.35 372 

城区加

油站 

5 12 
襄城县襄洛石化有限

责任公司 

城区迎宾路与灵武大道

交叉口西 150 米路南 
1439 187 

城区加

油站 

6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南 300m 紫

云大道西 
5519.07 879.08 

城区加

油站 

7 23 襄城县万庄加油站 
城区万庄村东头紫云大

道西 
1530 320 

城区加

油站 

8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李吾庄村西头南

100m 襄禹路东 
1487.94 107.81 

城区加

油站 

9 33 襄城县顺通加油站 
城区仝庄村东口路南县

三高西 200m 处 
1450.82 80.89 

城区加

油站 

10 34 襄城县保良加油站 
城区烟城路与东环路交

叉口南 350m 路东 
2187.91 523.74 

城区加

油站 

11 35 襄城县鑫鑫加油站 
城区水坑陈村东紫云大

道交叉口南 500m 
3450.7 425.54 

城区加

油站 

12 36 襄城县安庄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首山大道

交叉口西 300m 路北 
2963 56.81 

城区加

油站 

13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襄城第

一加油站 

城区八七路与紫云大道

交叉口西北角 
6500 1300 

城区加

油站 

14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襄城第

三加油站 

城区北二环路与襄禹路

交叉口转盘处东北角 
1200 150 

城区加

油站 

15 5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襄城第

十加油站 

城区西环路与烟城路东

北角 
3000 500 

城区加

油站 

16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襄城第

十一加油站 

城区东环路与八七路交

叉口北 200m 路东 
1800 280 

城区加

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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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现状县城加油站分布过密且不均，个别加油站占地规模过大。规划

时要结合现状减少城区加油站，针对服务半径重叠严重的加油站，对部分服务质量

较差、日均销售量较少的加油站考虑拆除或迁建。 

2）乡镇加油站分析  

位于乡镇加油站共有 44 座。按照每个乡镇首先确保 1 座加油站（不含农村加

油网点），原则上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按 100 平方公里/1-2 座加油站配置；平原

地区乡镇按约 2 万人/1 座加油站配置，现状各乡镇加油站分布严重不平衡，其中双

庙乡、汾陈乡两个乡镇属于空白地区没有加油站；而库庄镇、颖阳镇、茨沟乡已超

出实际需求，故乡镇加油站在规划时要重新布局。详见下表 3-9： 

表 3-9      襄城县 2016 年各乡镇在营加油站分布情况（单位：座） 

序号 各乡镇 现状人口规模（万人） 现状加油网点（座） 需建加油站（座） 

1 城关镇 4.9 2（过境国道 2 座） ≥2 

2 王洛镇 6.9 
4（过境省道 3 座, 过境

乡道 1 座） 
≥3 

3 颖回镇 1.5 2（过境县道 2 座） ≥1 

4 十里铺镇 8.03 

3（过境省道 1 座, 过境

县道 1 座, 过境乡道 1

座） 

≥4 

5 库庄镇 6.9 

3（过境国道 1 座、过境

省道 1 座、1 座单品种加

油点） 

≥3 

6 山头店镇 6.1 
3 过境省道 1 座、2 座单

品种加油点） 
≥3 

7 紫云镇 5.1 
2（过境国道 1 座、1 座

单品种加油点） 
≥3 

8 麦岭镇 5.5 1（过境乡道 1 座） ≥3 

9 颖阳镇 5.6 
8（过境国道 4 座、过境

乡道 4 座） 
≥3 

10 丁营乡 5.91 2（过境县道 2 座 ≥3 

11 范湖乡 8.7 
3（过境县道 1 座、2 座

单品种加油点） 
≥4 

12 姜庄乡 8 
2（过境省道 1 座，过境

乡道 1 座） 
≥4 

13 湛北乡 3.3 
4（过境国道 3 座，过境

乡道 1 座） 
≥2 

14 双庙乡 5.4 0 ≥3 

15 汾陈乡 5.3 0 ≥3 

16 茨沟乡 6.41 

5（过境省道 3 座、1 座

单品种加油点、过境乡道

1 座） 

≥3 

17 合计   44 ≥47 

2.现状加油站的服务水平 

按襄城县加油站所服务的对象不同：城区加油站 16 座，占总数的 16.7%；公路

沿线加油站 37 座，占总数的 71.7%；农村加油点 7 座（只能经营柴油），占总数的

11.6%。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3-10： 

表 3-10                加油站服务对象统计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加油站点（座） 

1 城区加油站 16 

2 公路沿线加油站 37 

3 农村加油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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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区加油站分析 

城区加油站分析见县城加油站分析。 

2）公路沿线加油站分析 

位于国省道、县乡道的加油站共 37 座。按照商务部批准《成品油零售企业管

理技术规范》中加油站设置规范，沿国道、省道及县道加油站设置每百公里 6 对（12

座）；沿乡道加油站设置每百公里 5 对（10 座）。  

依据规范，通过对现状公路建设里程与加油站建设需求列表可看出，（详细见

下表），国道与省道现状已超出需求上限，而县道现状加油站远远满足不了加油站

建设的实际需求。 详细见下表 3-11： 

表 3-11              公路沿线加油站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号 类别 现状加油站（座） 道路长度（km） 可建加油站上限（座） 

1 国道 11 25.3 3 

2 省道 10 79 9 

3 县道 6 223.5 26 

4 乡道 10 386.4 38 

5 合计 37 —— 77 

备注：表中公路长度统计不包括经过城区内公路路段。 

现状位于国道和省道公路沿线加油站中布点密度过大，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现

象严重；位于县道和乡道布点太少，远远达不到标准，满足不了需求，需要新增加

油站。因此，现状公路沿线加油站满足不了需求且分布严重不均衡，应适当调整加

油站布点，同时增加相应数量加油站。 

3）农村加油点分析 

位于各乡村的农村加油点（只经营柴油）共有 7 座，其中大型加油点 1 座、中

型加油点 1 座、小型加油点 5 座。农村加油点平均占地规模为 1350.41 平方米，最

小为 200 平方米，最大为 3280.36 平方米，根据国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中的公共加油站用地面积在 1300-3000 平方米（见表 3-3），规划考虑结合现状，

按照相关建设标准对其进行规范改造，升级为加油站（双品点）。详细见下表 3-12： 

表 3-12                农村加油点现状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现状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详细地址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1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点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界

路南 
3280.36 238.24 

2 17 中石化范湖纸房加油点 范湖乡纸房村西头洛界路北 200 100 

3 18 中石化范湖油坊孙加油点 范湖乡油坊孙村东头路北 1497.03 42 

4 24 中石化宋庄加油点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666 104 

5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有限公司

（加油点） 
紫云镇石庙羊村 2300 630 

6 38 中石化山头店孙庄加油点 山头店镇孙庄 609.5 74.8 

7 45 襄城县颖汝灌区加油点 山头店乡大陈村 900 60 

3.现状加油站的企业构成 

截止 2016 年 9 月底，襄城县已取得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加油站点 60 座。其中：

中石化河南许昌襄城县销售分公司有 8 座（含 1 个管理证），占总数的 13%；中石

油河南许昌襄城县销售分公司有 12 座，占总数的 20%；社会加油站有 40 座，占总

数的 40%。详细见表 3-13： 

襄城县站均销量为 2083.33 吨/年，每日站均销售量为 5.71 吨，其中，中石油加

油站日均销售量 20-30 吨，中石化加油站日均销售量 15 吨；加油站在公路上的分布

为 7.52 座/百公里。社会加油站单站日均加油能力远远低于 3 吨的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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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加油站的供油水平亟需提升。 

表 3-13               2016 年襄城县加油站统计一览表 

序号 类别 加油站点（座） 

1 中石油 12 

2 中石化 8 

3 社会加油站 40 

4 合计 60 

 

3.2.4 现状加油站问题总结 

通过以上对襄城县加油站现状研究分析，发现襄城县加油站存在着许多问题，

部分加油站建设不符合相关加油站规划规范，影响着襄城县加油站行业建设和服务

水平的提高。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区加油站布点密度过大，不符合相关规范，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现象严

重，同时由于城区用地紧张，加油站规模不宜过大，应以中小加油站为主，现状部

分城区加油站规模过大，需要对大型加油站进行整改规范。 

2）现状各乡镇加油站分布严重不平衡，部分乡镇如汾陈乡、双庙乡尚无加油

站建设，亟需设置加油站，同时各乡镇加油分布需要进行调整，以达到均衡布置。 

3）国、省道沿线的加油站数量增长过快，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现象严重；而

位于县乡道沿线和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加油站布点太少，服务半径过大，远远不能满

足农村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需要在规划时适当增建县、乡道沿线的加

油站。 

4）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现状存在一批占地规模较小，面向农机车和只经营柴

油的农村加油点，规划考虑结合现状，将符合要求的农村加油点升级为加油站。 

5）社会加油站单站日销量低，服务能力不足。 

襄城县加油站站均销量为 5.71 吨/日，而中石油加油站日均销售量 15 吨，中石

化加油站日均销售量 10 吨，社会加油站日均销售量 2.5 吨，社会加油站平均单站加

油能力远远低于 3 吨的全国平均水平。  

6）加油站建设标准及相关法规、规范的执行质量和力度需要不断提升。 

一方面，加油站行业的发展处于调整中增长期，市场规范在不断加强，加油站

行业要政策性推广先进技术、改进设备、加强消防管理等，逐步达到河南省甚至全

国水平，并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运行。  

另一方面，部分加油站存在着相关审批手续不全，与城市规划布局存在矛盾等

问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部分加油站历史遗留问题的解

决，对具备条件、符合规划的现状加油站完善相关手续。 

因此，为促进襄城县，建立布局合理、竞争有序、功能完善的成品油分销服务

网络体系，提高襄城县加油行业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迫切需要对襄城县成品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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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行梳理整治；而根据襄城县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全县国民经济将得到快速

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机动车保有量的逐年快速增长，使得市场对

成品油需求将呈现迅速增长态势，襄城县加油站专项规划已成重中之重。 

第四章  加油站行业发展趋势与相关研究 

4.1 加油站行业的发展趋势 

1、高速公路、国道、城郊结合部加油站规模的适度大型化趋势。 

纵观近一百年的加油站行业发展的历史，顾客对便利性的追求是推动行业变革

的主要力量。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面对现代社会私家车数量的增加和停车空间减

少的现实，顾客总是希望在一个地方能够实现多个消费愿望，以减少购买成本，提

高购买效率，这就促进了加油站顾客需求的多元化。 

另外，成品油零售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促使油品零售行业逐渐趋向于薄利化。

面对这一挑战，各石油公司纷纷采取策略，引入非油业务，以便利店、快餐、汽车

美容为主的加油站非油销售业务应运而生。目前，国外加油站服务综合化常见的组

合形式有：加油站+便利店、加油站+便利店+快餐、加油站+汽车维护、加油站+便

利店+汽车维护等。 

上述种种原因将促使加油站规模变得大型化，通过对欧美等成熟市场与国内情

况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单站服务车辆多，单站销售量高、百公

里加油站密度低的现状，我们可以认为：在未来国内加油站的发展中，在高速公路、

国道、城郊结合部等地方用地许可的条件下，加油站规模化、大型化趋势是未来加

油站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2、中心城区加油站规模的小型化趋势。 

“绿岛加油站”这种袖珍型环保加油站最大的特点是方便、快捷。与普通加油

站的区别是：便利加油站设置在较宽敞的城市绿化带间隔之中，油罐、加油机经过

专业设计，配备了油气回收设置，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占地面积很小，营业用房紧

凑，在没有空间设立大型加油站的繁华区域，或环保要求很高的地方，只需设立一

台加油机，面积虽小五脏俱全，且大部分是鼓励车主刷卡加油的半自助加油站，很

节约空间，这种加油站还较为环保，站内均设有油气回收装置，让油气不会挥发，

和传统加油站相比，加油时人们不会闻到产生的明显汽油味，同时也起到防明火的

作用，更加环保安全。 

经过精心设计的便利型加油站，精简小巧，看起来甚至不太像加油站，而是和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就像马路边的一块“绿岛”。 

3、加油站设备设施自动化和加油服务自助化。 

新设备、新技术在加油站的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油品零售行业的经营和管

理方式，成为加油站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影响因素。目前，管理油品进销存的自动液

位计量监测系统、POS / BOS 系统、卫星行车监控系统等自动化设备以及信息化系

统已经和正在成为加油站的标准配置。 

1）外部动力——满足顾客对便利性与快捷性的追求。 

便利性与快捷性是顾客对加油服务的基本要求，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进

的自动化服务设备的更新。以加油机为例，从其产生到多枪加油机代替单枪、双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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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机，再到自助加油机的出现，体现了现代技术应用对加油服务“便利性与快捷

性”提升的重要作用。 

2）内在动力——企业对高效率与低成本的追求。 

企业对高效率与低成本的追求源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加油站竞争日趋激

烈、油品销售毛利偏低的情况下，加油站经营主体为了生存和获得竞争优势，就必

须想办法提高管理效率并降低油品运营成本，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大自动化设

备的投入。 

加大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应用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提高加油站的运营效率。

一是可以通过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销售环节高效运作。二是可以通过自助式加油

降低加油站人工成本。另外，自助式加油还可以克服传统的人工服务方式下服务效

果和质量难以量化、过程控制以及“一对一”服务效率低下、容易造成排队和顾客

满意率下降的缺陷。三是可以减少油品仓储环节的损耗，实现油品的精确管理。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油品运营商开始运用配送管理和优化库存等的手段减少油品仓储

和运输环节的损耗。高精度液位监测系统和进销存管理系统的应用可以将油品挥

发、温度影响和泄漏等各种可能的损耗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使加油站的损耗持

续降低，从 0.5% 降到目前的 0.3% 甚至 0.1%。这对于销量持续增加的加油站来说

越来越有意义。 

4、加油站更健康、更安全、更环保。 

随着人类 “健康、安全、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环保法规等的日益

严格，加油站行业对“HSE”管理高度关注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以法规形式确保加油站的安全和环保。 

加油站安全环保风险源主要包括：油品泄漏、油气挥发及外界人身伤害三类。

根据这一特点，各国政府都围绕加油站安全环保风险制定了严格、具体的法律法规。

例如在美国，1986 年国家环保局（EPA)出台了针对加油站油罐的环保法规。该法

规的颁布和实施，直接促使美国加油站行业进入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期。

欧洲十分重视加油站的 HSE 体系建设。在加油站建设方面，欧洲有着一致性的严

格的标准规范：一是针对加油站油气回收做了明确规定，个别国家还对加装油气回

收装置的加油站实行补贴或税收减免的优惠；二是针对地下环境的保护，要求加油

站建设必须设立专门的油罐、管线检测设备，同时要求逐步推行“双壁储油罐”和

抗腐蚀能力更强的塑钢复合管道，以保证油罐和管道不会溢出或泄漏，避免环境污

染；三是对加油站的建设工艺和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了严格的技术要求；四是强化有

关加油站环境污染及安全的立法和执法力度。 

2）优化加油站设计，推广应用环保型设备，全面提升加油站建设标准。 

大量采用环保型设备已成为加油站的发展趋势之一。未来加油站将在满足功能

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加油站设计，全面提升加油站建设标准，逐步推广非金

属材料的双层罐壁储油罐和环保加油枪、加油泵等设备的应用。由于具备了二次油

气回收功能，减少了汽油的挥发，即使顾客在加油站内吸烟打手机也将不再受到约

束，加上完善的自动喷淋泡沫灭火系统、防静电系统以及快捷的消防部门安全保障，

未来加油站将更加安全和环保。 

3）提高油品技术参数，发展油品添加剂，实现高清洁油品的品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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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思想”催生了“绿色油品”的概念。国际大石油公司努力生产更高标准

的清洁油品，提高燃烧系数、降低污染度，不再用品号的概念区别产品特质。例如

壳牌公司针对排气量 3.0 以上的高档轿车推出了 99 号汽油，其价格平均要比无铅清

洁汽油高出 20%。同时，BP 等公司在油品中添加环保添加剂，推出高清洁、利保

养的“新油品”。尽管这些油品价格高，但因其污染系数低、能效高、利于车辆保

养等而受到用户的青睐，极大地提高了品牌认知度。可以预见，加油站行业的未来

发展进程必将受到环保趋势的深刻影响。 

5、汽车行业的发展----电动汽车时代即将到来，与电动汽车相配套的充电站建

设正成为一种新兴产业。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等为代表的新一代节能环保

汽车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汽车技术革命。持续增长的汽车消费、迅速增长的石

油消费和日益严峻的环保压力，要求中国汽车产业必须走清洁化和节能化道路。 

4.2 借鉴总结 

通过对加油站行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县加油站现状，加油站可采取以

下模式： 

1、在高速公路、国道、城郊结合部等地域的加油站可向大型化、社区化方向

发展，以满足顾客的多种需求； 

2、在中心城区设置小型加油站，以节约城市用地和方便市民； 

3、对现状保留加油站进行升级改造，使其设备设施自动化和加油服务自助化，

提升竞争力； 

4、对加油站提出“更健康、更安全、更环保”的要求，减少加油站安全环保

风险。 

第五章  加油站需求预测 

5.1 成品油需求预测 

2015 年襄城县销售成品油 11.5 万吨，为求更为客观的反应襄城县成品油增长

的趋势，本规划采用两种方法对襄城县规划期内成品油需求进行预测。 

1、时间序列回归预测： 

襄城县自 2011-2015 年成品油销售量及年均增长率见下表，从表可以看出，其

成品油销售量增长率自 3.75%到 13.86%逐年递增，其平均增长率为 9.57%左右。以

此推算， 2030 年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达到 45.3 万吨。 

表 5-1         2011 年-2015 年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指标表 

指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吨） 8 8.3 9 10.1 11.5 

较去年增长率（%） -- 3.75 8.43 12.22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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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生产总值与成品油的线性回归预测： 

据《襄城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及近年城市统计资料，选

取历史数据计算 GDP 和成品油消耗量之间的相关度，构建回归分析模型，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预测未来数值。根据生产总值与成品油销售长进行回归预测，得出回归

方程式。 

表 5-2       2011 年-2015 年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与 GDP 指标表 

指标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襄城县生产总值 GDP(亿元) 244.4 260 280.2 291.7 303 

襄城县成品油销售量（吨） 8 8.3 9 10.1 11.5 

令 GDP 为 X，成品油为 Y，由上表中的数据，利用 SPSS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回

归分析，建立一元回归方程 Y=a+bX。 

所得回归方程为 Y=—6.310+0.057X，通过 F 检验和 t 检验，拟合成立。如下图

表：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

性 B 標準錯誤 Beta 

1 （常數） -6.310 3.296   -1.914 0.151 

VAR00001 0.057 .012 .940 4.774 0.017 

根据 “十三五”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2015-2020 年，计划襄县 GDP 总年均

增长 8.5%，2020 年达到 425 亿元；2021 年-2030 年，GDP 保持年均增长 8%左右， 

2030 年达到 980 亿元（参见城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目标）。通过方程，代入规划近

远期 GDP 数值，可以预测至 2030 年，襄城县成品油需求量将达到 49.6 万吨。 

3、机动车平均耗油量预测法： 

襄城县自 2013-2016 年机动车保有量及年均增长率见下表，从表可以看出，其

机动车保有量增长率自 9.79%到 10.12%逐年递增，其平均增长率为 12.97%左右。

以此推算， 2030 年襄城县机动车保有量达到 49.13 万辆。 

表 5-3       2013 年-2016 年襄城县机动车保有量一览表 

年份 大中型（辆） 小型（辆） 摩托车（辆） 总计（辆） 较去年增长率（%） 

2013 年 1356 17872 42673 61901 -- 

2014 年 1598 25636 41155 68389 10.48% 

2015 年 1491 33579 45837 80907 18.30% 

2016 年 1529 41199 46365 8909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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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调查，结合机动车保有量和过境机动车发展趋势的预测分析，全

县机动车成品油年需求总量可按下式计算：  

W＝U×L×N×A×365    

W—成品油年需求总量     

U—每车平均公里耗油量 根据经验值，这里取 0.09 升     

L—机动车保有量（万辆），规划机动车 2030 年保有量为 49.13 万辆   

N—每车平均日行驶（公里） 这里取 60 公里    

A—车辆平均出行率（％） 这里取 60％   

则襄城县机动车成品油年需求总量＝0.09×49.13×60×60％×365＝58101.1

万升，合 42.16 万吨。 

根据现在比例，过境车辆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10%，则过境车的耗油量为 

42.16*10%=4.22 万吨 

故 2030 年襄城县机动车耗油量为 46.38 万吨。 

4、成品油需求量预测结果： 

根据以上三种种预测结果，襄城县成品油需求采取平均值，预测 2030 年，襄

城县成品油需求量为 47.1 万吨左右。 

表 5-4              襄城县成品油需求预测方法一览表 

预测方法 2030 年成品油需求预测（万吨） 

时间序列回归预测 45.3 

线性回归法 49.6 

机动车平均耗油量预测法 46.38 

平均值 47.1 

5.2 加油站需求预测 

本规划襄城县加油站需求预测包括总量预测、城区加油站预测、公路沿线加油

站预测三个部分。 

5.2.1 加油站总量需求预测 

襄城县加油站总量预测可采用成品油日需求总量计算法，根据成品油日需求总

量和每台加油机额定加油能力，推算出加油机总量，进而推算出所需加油站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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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公式如下： 

S=D/(O.e.U)  

式中：S 为所需加油站总量（座）； 

D 为机动车燃油日需求总量（万升/日），襄城县成品油 2030 年日需求量为

1290.41 吨（1 吨成品油约等于 1378 升），即等于 177.82 万升。 

O 为每台加油机平均日加油能力（根据经验数据，平均每台加油机加油数量为

6000-10000L/d，这里取平均值，按照 8000 升/日计算）； 

e 为折减系数，需要综合考虑加油机维修与更换、各个不同油种的分配和实际

利用率等因素，根据经验值，一般取 0.6； 

U 为平均每座加油站所具有的加油机台数，一般根据大、中、小不同类型加油

站所具有的加油机数量加以统计（根据对襄城县现状加油站调查数据显示，平均每

座加油站加油机台数按照 4.0 台计算）。 

按照该方法，襄城县规划期末加油站所需要总数为： 

1778186/（4.0*8000*0.6）=92.61≈93（座） 

5.2.2 城区加油站需求预测 

1、机动车平均耗油量预测法 

根据城乡总体规划产业规划目标，2030 年襄城县全县人口为 80 万人，达到 980

亿元，人均 GDP 为 12.25 万元，横向对比国内城市，依据人均 GDP 与机动化拥有

率对应关系可以发现，人均 GDP 达到 12 万元左右的城市机动化水平基本达到

200-250 辆/千人，如表 5-4 示： 

表 5-5        国内部分主要城市经济月机动化发展水平对比 

城市 人口（万人） 人均 GDP（元） 机动车保有（万辆） 机动车千人拥有量 

深圳 1077.89 149497  311.15 289  

广州 1308.05 127723  269.5 206  

珠海 161.42 115900  39.1 242  

青岛 904.62 96524  194 214  

天津 1516.81 103655  284.89 188  

武汉 1033.8 97403  181.65 176  

长沙 731.15 107683  170 233  

合肥 769.6 67394  97.57 127  

贵阳 455.6 55018  89.94 197  

南京 821.61 107545  172.19 210  

西安 862.75 63457  213.9 248  

济南 706.7 82052  156.5 221  

兰州 366.49 52378  61.48 168  

沈阳 828.7 85816  145.5 176  

苏州 1059.1 127500  240.37 227  

备注：资料来源于各城市 2014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合以上定量预测和定性分析，并为远期留有适当发展空间，最终预测确定规

划年，襄城县城区机动车千人拥有量为 220 辆/千人，依据总规规划期末城区人口为

30 万人，以此计算： 

规划期末城区机动车保有量：Q=30x0.22=6.6 万辆 

根据机动车平均耗油量预测法 

则城区机动车成品油年需求总量＝0.09×6.6×60×60％×365＝7805.2 万升，

合 5.66 万吨。 

根据现在比例，过境车辆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10%，则过境车的耗油量为 

5.66*10%=0.57 万吨 

故 2030 年城区机动车耗油量为 6.23 万吨。 

全县成品油需求量为 47.1 万吨，共需加油站总量为 93 座，所以按此比例推算，

需建城区加油站数量为 12 座。 

2、依据规范推算设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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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

径 R≥0.9km，两个相邻加油站的距离不小于 1.8km，即单个加油站的服务区域面积

不超过 2.54km²，折算成分布密度 ρ ≤0.39 座/km²。 

根据《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年）》，规划至 2030 年，襄城县中心城

区人口 30 万人，按照中心城区规划面积为 39.2 平方公里，城区加油站的数量规模

应控制在公式（1）的计算范围之内，在应用此种方法时，区域统计面积的合理确

定较为重要。 

N =ρ×S -------- 公式（1） 

式中：S —规划中心城区面积（39.2km2） 

ρ —加油站分布密度（0.14 座/km2） 

N—加油站的数量（座）。 

N≤0.14×39.2≈15 座 

考虑到城区存在成片的林地、水体等非建设用地以及其他机动车可达性较差的

区域，加油站实际可布置数量要会小于理论值，故城区加油站的设置上限为 14 座。 

5.2.3 公路沿线加油站预测 

依据《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SB/T10390-2004），国道、省道、县道

加油站按照每百公里不超过 6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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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乡道公路加油站每百公里原则上不超过 5 对，单侧百公里

不超过 5 座；根据《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 年）》中各等级公路的规划长

度，可得出公路沿线加油站的设置上限为 82 座，详见表 5-5。 

表 5- 6               襄城县公路沿线加油站的设置上限 

类别 长度（km） 加油站的设置上限（座） 

高速公路 24 0 

国道 117.9 14 

省道 146.5 18 

县道 168.2 20 

乡道 304.3 30 

合计 82 

5.3 CNG 加气站需求预测 

CNG 加气站比较适合国内目前的情况，加工成本相对较低，管道气到加气站，

经过脱硫、脱水等工艺后加压到 200 多公斤压力，通过加气机充装到 CNG 车上，

通过减压装置减压后进入发动机燃烧使用。故本规划考虑 CNG 加气站的设置。 

目前，城区迎宾路与文博西路交叉口东北角，现状有中联能源 CNG 加气站一

座，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 

5.3.1CNG 车辆用气需求预测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的规划拥有量，大

城市应每 800-1000 人一辆标准车，中、小城市应每 1200-1500 人一辆标准车；城市

出租车规划拥有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 2 辆，小城市每千人

不宜少于 0.5 辆，中等城市可取中间值。 

由于襄城县属于小城市，故指标按小城市标准计算。依据总体规划，至 2030

年末，襄城县城区人口为 30 万人，则襄城县城区至 2030 年末，公交车的拥有量为：

300000/（1200~1500）=200~250 辆，出租车拥有量为 300000/1000*0.5=150 辆。 

考虑襄城未来发展趋势，结合新能源车辆在我国的大力推行的国情，规划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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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30 年，襄城县城区公交车、出租车基本使用 CNG。CNG 公交车按照 220 辆考

虑，CNG 出租车按 150 辆考虑；同时在规划中也考虑发展部分社会 CNG 车辆，如

公务车、洒水车等，预计其它社会 CNG 车辆的至规划期末仍将处于初始试验阶段，

社会车辆与出租车辆数可采用 1.0 的弹性系数，即 150 辆。 

根据经验，出租车日均天然气耗气量为 27.2Nm3/d，社会车辆按出租车的 80%

计算，公交车为 60 Nm3/d。 

规划至 2030 年，CNG 车辆用气量如下表 5-6： 

表 5- 7              规划期末城区 CNG 车辆用气量计算表 

类别 车辆数（台） 日用气量 Nm3/台 日用气量 104Nm3/天 年用气量 107Nm3/年 

出租车 150 27.20 0.41 0.15 

社会车辆 150 21.76 0.33 0.12 

公交车 220 60 1.32 0.48 

合计 -- -- 2.06 0.75 

5.3.2CNG 加气站数量预测 

规划至 2030 年， 城区 CNG 日用气量为 2.06 万立方米，按每个 CNG 加气站

平均日加气量 1~1.4 万立方米计算，约需 2 个 CNG 加气站。现状城区已有 1 座 CNG

加气站，规划需新建 1 座。 

5.4 加电站需求预测 

目前，我国有不少城市和地区已经开始电动汽车加电站建设，但还没形成一套

成熟的布局规划体系，更没有形成加电站的规模建设。许多城市的新能源汽车消费

多集中在专用车辆，公交、环卫、出租等行业的专用车辆多由政府买单，而在私人

消费领域的市场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并没看淡未来的电动汽车市场，

都在加快建设充换电站 5 公里服务网络，欲推动市场发展。 

襄城县用电车主要为电动车，现状有公交加电站 1 座。 

从远期的发展来看，襄城县城区新建加油站可配建电动汽车充电桩，配合停车

场等公共场所的充电设施，构建完整的充电网络，以应对未来电动汽车的发展需求。 

第六章  加油站规划布局 

6.1 发展目标 

根据襄城县加油站需求预测，结合襄城县实际需要，襄城县规划期末加油站发

展目标为：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至 2030 年规划期末，全县成

品油销量将达到 47.1 万吨左右，规划加油站总数为 92 座，平均单站销量达到 5120

吨/年，日销量约为 14.02 吨/座。 

6.2 加油站设置的基本标准 

6.2.1 选址要求 

1、依据《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SB/T10390-2004），国道、省道、

县道加油站按照每百公里不超过 6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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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对，乡道公路加油站每百公里原则上不超过 5 对，单侧百

公里不超过 5 座；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区加油站

服务半径控制在不低于 0.9 公里。  

2、站址应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城区站址应位于主干道两侧或车辆汇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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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地方，郊区站址应靠近城区交通出入口附近。 

3、站址应尽量避开人流密集和重要建筑物，如商业街、文化中心、金融中心、

文物古迹、医院、影剧院等；避开需要保证安全生产的部门，如水厂、电厂、煤气

站、变电站、所等。 

4、站址选择要特别注意地下情况，避开地下构筑物，如人防出入口，各种地

下管线等。避免在塌陷地区及泄洪道旁建设。 

5、依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城市建成区内

的加油站、油气合建站宜靠近城市道路，不宜选在干道交叉路口附近。 

6、加油站建设注重环保安全，加油站选址应充分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应

加强环境监控。加油站与城市一、二级饮用水源保区及饮用水源汲水点的水域距离

应不小于 1000 米，陆域不小于 500 米，避免对水资源产生污染。 

6.2.2 建设控制要求 

1、加油站建设规模控制 

按现行的《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要求，其建设

规模与要求应遵循以下原则：在城市建成成区内不应建一级加油站、一级加气站和

一级加油加气合建站。国道、省道、重点县道加油站以一、二级站为主，乡道加油

站以三级站为主。 

2、与人口聚散点和重要公共设施的距离 

加油站出口与学校、医院和住宅生活区等设施的主要出入口距离，不宜小于 50 

米，避免加油车辆对行人带来不便；加油站出入口与桥梁引道口、隧道口、铁路平

交道口、军事设施、堤防等重要设施的距离应在 100 米以上。 

3、加油站进出口要求 

建设必须保证加油站出入口的行车视距：加油站不宜设在道路弯道、竖曲线的

100 米以内；加油站进出口的视距一般不少于 100 米，特殊情况下不得小于 50 米

的距离。 

4、消防间距控制 

加油站布局应满足《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02）中加

油站与站外建筑物、构筑物的防火距离要求规定，详见表 6-1。 

表 6-1               汽油设备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m） 

站外建（构）筑物 

站内汽油设备 

埋地油罐  加油机、通气管管

口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无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无

油

气

回

收

系

统 

有卸

油油

气回

收系

统 

有卸

油和

加油

油气

回收

系统 

重要公共建筑物 50 40 35 50 40 35 50 40 35 50 40 35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

花地点 
30 24 21 25 20 17.5 18 14.5 12.5 18 14.5 12.5 

民用

建筑

物保

护类

别 

一类保护物 25 20 17.5 20 16 14 16 13 11 16 13 11 

二类保护物 20 16 14 16 13 11 12 9.5 8.5 12 9.5 8.5 

三类保护物 16 13 11 12 9.5 8.5 10 8 7 10 8 7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

房、 库房和甲、乙

类液体储罐 

25 20 17.5 22 17.5 15.5 18 14.5 12.5 18 14.5 12.5 

https://www.baidu.com/s?wd=%E5%9F%8E%E5%B8%82%E5%BB%BA%E6%88%90%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AR1nj04PW9hPHIBuyf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cvP1ndPWfznHR3nWTkPWTsr0
https://www.baidu.com/s?wd=%E4%BA%A4%E5%8F%89%E8%B7%AF%E5%8F%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4nAR1nj04PW9hPHIBuyf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cvP1ndPWfznHR3nWTkPWTs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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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丁、戊类物品生

产厂房、库房和丙类

液体储罐以及容积

不大于 50m3的埋地

甲、乙类液体储罐 

18 14.5 12.5 16 13 11 15 12 10.5 15 12 10.5 

室外变配电站 25 20 17.5 22 18 15.5 18 14.5 12.5 18 14.5 12.5 

铁路  22 17.5 15.5 22 17.5 15.5 22 17.5 15.5 22 17.5 15.5 

城市 

道路 

快速路、主

干路 
10 8 7 8 6.5 5.5 8 6.5 5.5 6 5 5 

次干路、支

路 
8 6.5 5.5 6 5 5 6 5 5 5 5 5 

架空通信线和通信

发射塔 

1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5 5 5 

架空

电力

线路 

无绝缘层 
1.5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6.5m 

1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6.5m 
6.5 6.5 

有绝缘层 
1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0.75 倍杆（塔）高， 

且不应小于 5m 
5 5 

注: 1、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和甲、乙类物品及甲、乙类液体的定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 

2、重要公共建筑物及其它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划分应符合附件二的规定。 

3、对柴油罐及其通气管管口和柴油加油机，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30%。 

4、对汽油罐及其通气管管口，若设有卸油油气回收系统，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20%;当同时设置卸油和加油

油气回收系统时，本表的距离可减少 30%，但均不得小于 5m。 

5、油罐、加油机与站外小于或等于 1000KVA 箱式变压器、杆装变压器的防火距离，可按本表的室外变配

电站防火距离减少 20%。 

6、油罐、加油机与郊区公路的防火距离按城市道路确定：高速公路、Ⅰ级和Ⅱ级公路按城市快速路、主

干路确定，Ⅲ级和Ⅳ级公路按照城市干路、支路确定。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和加油加气合建站的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

的防火距离，不应小于表 6-2 的规定。 

表 6-2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站外建（构）筑物的安全间距（m）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  

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距离(m) 

名称 

供气瓶组、

脱硫脱水装

置 

放散管

管口 

储气井组、

加气机、压

缩机 

项

目 

重要公共建筑物 100 100 100 

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 30 25 20 

民用建筑物  一类保护物 

保护类别 二类保护物 20 20 14 

三类保护物 18 15 12 

甲、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甲、乙类液体储罐 25 25 18 

其它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和丙类液体储罐以及容积不大于

50m3 的埋地甲、乙类液体储罐 

18 18 13 

室外变配电站 25 25 18 

铁路 30 30 22 

城市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 12 10 6 

次干路、支路 10 8 5 

架空通信线 国家一、二级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不跨越加

气站 

一般 1 倍杆高 1倍杆高 

架空电力线路 电压>380V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不跨越加

气站 

电压≤380V 1．5 倍杆高 1．5 倍

杆高 

注：1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撬装设备与站外建筑物的防火距离，应按本表相应 设备的防火距离确定。  

2 压缩天然气工艺设施与郊区公路的防火距离按城市道路确定：高速公路、 Ⅰ级和Ⅱ级公路按城市快速

路、主干路确定；Ⅲ级和Ⅳ级公路按照城市 次干路、支路确定。 

5、充电设施的布置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应布置在辅助服务区内（指加油加气作业区以外的区域），

距离危险性设备爆炸危险区域 3m 以外，距离加油机中心线 7.5m 外。 

6.3 加油站规划布局 

6.3.1 加油站总体布局 

根据以上预测分析，本规划结合全县加油站现状分布、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

乡总体规划以及道路建设情况，以满足实际需要，统筹考虑，对城区与各乡镇的加

油站进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 

至规划期末，襄城县规划加油站总数为 92 座（油气合建站 1 座），其中，现状

保留 42 座，新建加油站 5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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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状加油站规划 

规划对于现状加油站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规划需求，区别对待，其措施

分为以下两种： 

1）现状拆除——对于布局严重违反相关规范规定，以及与未来规划轻轨建设

产生冲突的现状加油站，规划予以拆除；远期实施对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加油站拆迁，

以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规划期内共拆除现状加油站（点）共计 18 座，其中近期拆除 8 座，近期拆迁 3

座，远期拆迁 7 座，详见表 6-3： 

表 6-3                   现状加油站拆除一览表 

序号 
现状

编号 
现状加油站名称 措施 拆除、拆迁原因 

1 0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许昌襄

城第二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2 02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南许昌襄

城第三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3 11 林业加油站 近期拆除 

城市规划建设需要，服

务半径重叠，不符合规

范 

4 12 襄城县襄洛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5 21 海山石化有限公司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6 23 襄城县万庄加油站 近期拆除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规范 

7 26 襄城县王洛南加油站 近期拆除 分布过密，不符合规范 

8 33 襄城县顺通加油站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9 34 保良加油站 近期拆除 城市规划需要，需拆除 

10 35 襄城县鑫鑫加油站 近期拆除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规范 

序号 
现状

编号 
现状加油站名称 措施 拆除、拆迁原因 

11 36 安庄加油站 近期拆除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12 42 襄城县颖阳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13 43 襄城县颖阳镇五学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经过，不符合

规范 

14 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一加油站 
近期拆迁 

城市规划需要，且服务

半径重叠，不符合规范 

15 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三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服务半径重叠，不符合

规范 

16 5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七加油站 
近期保留、远期拆迁 规划轻轨，不符合规范 

17 5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八加油站 
近期拆迁 

离水源地过近，不满足

环保安全要求。 

18 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襄城第十一加油站 
近期拆迁 规划道路经过，需拆除 

2）现状保留——对于布局基本合理，经营状况较好的现状加油站，规划予以

保留，部分整改。规划保留现状加油站共计 42 座，其中现状保留 17 座，保留整改

18 座，保留升级 7 座，详见表 6-4： 

表 6-4                  现状加油站保留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1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3 现状 05 中国石化第八加油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5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20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6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7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3448.64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 

8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9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油站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10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11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级 

12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整改 

13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坊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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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14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房孙加油站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15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6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17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18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级 

19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0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1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22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23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1487.94 城区加油站 保留 

24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5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站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6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加油站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级 

27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店孙庄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级 

28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29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0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油站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1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2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区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级 

33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34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站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整改 

35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6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7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加油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8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加油站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9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站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改 

40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二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改 

41 现状 59 中国石油十三站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4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四加油站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改 

现状位于城区迎宾路与文博西路交叉口东北角的 CNG 加气站一座，占地 2000

平，规划予以保留。 

2、新建加油站规划 

规划新建加油站包括现状迁建和新建两类。至规划期末，共新建加油站 50 座，

详见表 6-5： 

表 6-5                   新建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编号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新建 01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南

3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0迁建 

新建 02 
城区八七路与襄禹路交叉口东

100m 路南 
2000 

油气合建站（城区加油站

+CNG 加气站） 
现状 49迁建 

新建 03 
城区文化路与紫云大道交叉口西

35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7迁建 

新建 04 城区金襄大道路东（水坑陈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5 
城区金襄大道与文昌路交叉口北

1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6 
城区中心路与灵武大道交叉口东

10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5迁建 

新建 07 
城区百宁大道与乾明大道交叉口北

400 路东（党庙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新建 08 王洛镇闫寨村西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新建 09 王洛镇何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0 汾陈乡方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1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2 阿里山路北段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3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14 颍阳镇邢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02迁建 

新建 15 颍阳镇苏庄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现状 01迁建 

新建 16 颍阳镇大河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17 双庙乡槐树王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42迁建 

新建 18 双庙乡岗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43迁建 

新建 19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20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1 双庙乡岗常村西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54迁建 

新建 22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3 库庄镇灵树村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4 十里铺镇商庄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25 十里铺镇侯村北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新建 26 紫云镇十三矿张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7 紫云镇石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28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29 湛北乡古村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现状 21迁建 

新建 30 山头店乔庄村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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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规划分类 备注 

新建 31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2 茨沟乡罗沟村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3 茨沟乡屯李北县道 016 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34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35 丁营乡柏宁岗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36 丁营乡霍堰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37 丁营乡彦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38 麦岭镇圈刘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39 麦岭镇县道 024 路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0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1 姜庄乡汪集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2 姜庄乡段店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3 姜庄乡路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4 姜庄乡耿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新建 45 范湖乡宋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6 范湖乡裴昌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47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8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新建 49 范湖乡竹园村南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新建 50 范湖乡牛庄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6.3.2 城区加油站规划 

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

径 R≥0.9km，。规划在现状加油站需求预测的基础上，遵循布局原则与先关规范

要求，对城区加油站规划布局。 

对于城市中心区，规划保证沿城区主干道分布 1-2 座加油站，以方便城区内过

往车辆加油站，同时选址尽量避开商业中心区、商业街、影剧院等人流密集区；对

于郊区，加油站选址主要结合城区主要对外交通出入口进行设置。 

同时针对分布过密且不均的现状加油站，规划对其进行拆除，部分拆除后就近

迁建；对个别占地过大的保留加油站，规划予以整改，减少占地规模，使其规范化。 

至规划期末，规划城区加油站 13 座，其中，现状保留加油站共 6 座，新建加

油站 7 座（油气合建站 1 座）。为节约城区用地，在中心城区，小型加油站将成为

城区加油站的发展方向，规划城区加油站等级以中小型为主，其中，中型 3 座、小

型 10 座（≤1300 m²），具体规划布局详见表 6-6 与图纸。 

表 6-6                  城区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汜

城大道交叉口东北 
20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2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襄业路与襄禹

路交叉口北 200m路

东 

1487.94 城区加油站 保留 

3 新建 01 --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

设路交叉口南 3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0

迁建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

站 

城区建设路与首山

大道交叉口西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5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即

墨路交叉口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6 新建 02 -- 

城区八七路与襄禹

路交叉口东 100m路

南 

2000 

油气合建站

（城区加油站

+CNG 加气站） 

现状 49

迁建 

7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

站 

城区烟城路与龙兴

大道交叉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8 新建 03 -- 

城区文化路与紫云

大道交叉口西 35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7

迁建 

9 新建 04 -- 
城区金襄大道路东

（水坑陈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10 新建 05 -- 

城区金襄大道与文

昌路交叉口北 100m

路东 

1300 城区加油站 -- 

11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书

院路交叉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保留整

改 

12 新建 06 -- 
城区中心路与灵武

大道交叉口东 100m
1300 城区加油站 

现状 55

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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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 

13 新建 07 -- 

城区百宁大道与乾

明大道交叉口北 400

路东（党庙村北） 

1300 城区加油站 -- 

6.3.3 公路沿线加油站规划 

规划共布置 79 座公路沿线加油站，其中现状保留 36 座，新建加油站 43 座（含

迁建 6 座），具体规划详见表 6-7 与图纸。 

表 6-7                   公路沿线加油站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

（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5 中国石化第八加油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口路东南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四加

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十三矿

路口交叉口西北角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3 新建 08 -- 王洛镇闫寨村西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4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油站 
王洛镇闫寨村南 500m 襄

禹路东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5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加油

站 
王洛镇西村北 100m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6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油站 王洛镇谢庄村口襄禹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7 新建 09 -- 王洛镇何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8 新建 10 -- 汾陈乡方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9 新建 11 --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0 新建 12 -- 阿里山路北段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1 新建 13 --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12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13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 保留 

（省道） 

14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加油

站 

颍阳镇 311 国道桥北头

5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15 新建 14 -- 颍阳镇邢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02

迁建 

16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颍阳镇镇区南 311 国道西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17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油站 颍阳镇陈刘候村南 3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18 新建 15 -- 颍阳镇苏庄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现状 01

迁建 

19 新建 16 -- 颍阳镇大河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20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加油

站 
颍阳镇大路李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21 新建 17 -- 双庙乡槐树王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42

迁建 

22 新建 18 -- 双庙乡岗孙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43

迁建 

23 新建 19 --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24 新建 20 --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5 新建 21 -- 双庙乡岗常村西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54

迁建 

26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加油

站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省

道 229 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升

级 

27 新建 22 --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8 新建 23 -- 库庄镇灵树村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29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加油

站 

库庄镇汜水大道与襄禹路

交叉口北 200 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30 新建 24 -- 十里铺镇商庄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31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油站 
十里铺镇西井庄村路口南

200m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 

32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村西头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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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建 25 -- 
十里铺镇侯村北国道 238

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34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站 十里铺村街屯洛界路北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35 新建 26 -- 紫云镇十三矿张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36 新建 27 -- 紫云镇石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37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化加

油站 
紫云镇潘庄村东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升

级 

38 新建 28 --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39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油站 湛北乡七里店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40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加油

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刘侯村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41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加油

站 
湛北乡坡李村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整

改 

42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加油

站 

湛北乡坡刘村 311 国道路

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43 新建 29 -- 湛北乡古村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现状 21

迁建 

44 新建 30 -- 山头店乔庄村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45 新建 31 --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46 现状 59 中国石油十三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柿园村

西 350m 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47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店孙

庄加油站 
山头店孙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升

级 

48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区加

油站 
山头店大陈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49 新建 32 -- 茨沟乡罗沟村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50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m 洛

界路北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 

51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加油

站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

界路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升

级 

52 新建 33 -- 茨沟乡屯李北县道 016 路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 

北 （县道） 

53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二加

油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许平南

高速口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54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庄加

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省道

328 路北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保留 

55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加油

站 
丁营乡榆孙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整

改 

56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达加

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57 新建 34 --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58 新建 35 -- 丁营乡柏宁岗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59 新建 36 -- 丁营乡霍堰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0 新建 37 -- 丁营乡彦庄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1 新建 38 -- 麦岭镇圈刘村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2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油站 麦岭镇镇区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63 新建 39 -- 麦岭镇镇区县道 021 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4 新建 40 --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5 新建 41 -- 姜庄乡汪集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66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油站 
姜庄乡洛界路与姜范路交

叉口西 50m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保留 

67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油站 姜庄乡袁村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整

改 

68 新建 42 -- 姜庄乡段店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69 新建 43 -- 姜庄乡路店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0 新建 44 -- 
姜庄乡耿庄村南省道 238

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省道） 
-- 

71 新建 45 -- 范湖乡宋庄村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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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新建 46 -- 范湖乡裴昌村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3 新建 47 --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 

74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肖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保留整

改 

75 新建 48 --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6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坊加

油站 

范湖乡纸房村西头洛界路

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77 新建 49 -- 范湖乡竹园村南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县道） 
-- 

78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房孙

加油站 

范湖乡油坊孙东头洛界路

北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

（乡道） 

保留升

级 

79 新建 50 -- 范湖乡牛庄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

（国道） 
-- 

目前，高速公路、国道、城郊结合部等地的加油站向大型化的方向发展，因此，

依据规范，本次规划国道沿线加油站以大中型加油站为主，省道以中型加油站居多，

而县乡公路以小型加油站为主，加油站的规模确定还参考了现状情况、车流量、车

流结构、车流高峰期等因素，各加油站等级的数量统计分布详见表 6-8： 

表 6-8                 公路沿线加油站等级规划一览表 

公路等级 国道 省道 县道 乡道 合计 

沿线加油站共计（座） 14 18 20 27 79 

其中 

大型加油站（座） 8 2 0 0 10 

中型加油站（座） 6 14 4 2 26 

小型加油站（座） 0 2 16 25 43 

 

6.3.4 各乡镇加油站分布 

襄城县包括 9 个镇 7 个乡，按照关于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

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每个乡镇至少设置 1-2 个左右加油站。本次规划加油站，

结合现状各乡镇的加油站分布，满足标准的前提下对加油站进行配置，规划各乡镇

的加油站共计 79 座，均为公路沿线加油站，具体统计见表 6-9 

表 6-9                规划加油站在各乡镇的分布 

序号 各乡镇 
现状人口规

模（万人） 

现状加油站（座） 
规划加油站（座） 

1 城关镇 4.9 2（过境国道 2 座） 2（过境国道 2 座） 

2 王洛镇 6.9 4（过境省道 3 座, 过境乡道 1 座） 5（过境国道 3 座，乡道 2 座） 

3 回族镇 1.5 2（过境县道 2 座） 2（过境省道 2 座） 

4 十里铺镇 8.03 
3（过境省道 1 座, 过境县道 1 座, 

过境乡道 1 座） 

5（过境国道 2 座，县道 1 座，

乡道 2 座） 

5 库庄镇 6.9 
3（过境国道 1 座、过境省道 1 座、

1 座单品种加油点） 

4（过境国道 1 座，省道 1 座，

县道 2 座） 

6 山头店镇 6.1 
3 过境省道 1 座、2 座单品种加油

点） 
5（过境省道 4 座，乡道 1 座） 

7 紫云镇 5.1 
2（过境国道 1 座、1 座单品种加

油点） 
4（县道 3 座，乡道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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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麦岭镇 5.5 1（过境乡道 1 座） 4（县道 2 座，乡道 2 座） 

9 颖阳镇 5.6 8（过境国道 4 座、过境乡道 4 座） 
7（过境国道 1 座，省道 1 座，

乡道 5 座） 

10 丁营乡 5.91 2（过境县道 2 座 
6（过境省道 3 座，县道 1 座，

乡道 2 座） 

11 范湖乡 8.7 
3（过境县道 1 座、2 座单品种加

油点） 

9（过境国道 1 座，县道 5 座，

乡道 3 座） 

12 姜庄乡 8 2（过境省道 1 座，过境乡道 1 座） 
5（过境省道 2 座，县道 2 座，

乡道 1 座） 

13 湛北乡 3.3 4（过境国道 3 座，过境乡道 1 座） 5（过境国道 3 座，乡道 2 座） 

14 双庙乡 5.4 0 
6（过境省道 1 座，县道 1 座，

乡道 4 座） 

15 汾陈乡 5.3 0 4（过境省道 3 座，乡道 1 座） 

16 茨沟乡 6.41 
5（过境省道 3 座、1 座单品种加

油点、过境乡道 1 座） 

6（国道 1 座，省道 1 座，县

道 3 座，乡道 1 座） 

 合计 88.65 44 79 

第七章  近期加油站建设规划 

近期规划期限为 2016-2020 年，本次专项结合“十三五”规划与《襄城县城乡

总体规划（2015-2030）》，分别对城区加油站与公路沿线加油站进行近期建设规划，

其中，现状加油站的拆除依据规划需求，分别采取近远期实施，详细规划参见表 7-1。 

7.1 城区加油站近期建设规划 

结合《襄城县城乡总体规划（2015-2030）》近期建设规划，规划至 2020 年，襄

城县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23 万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24.07 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

设用地 104.67m2，中心城区近期重点向东、向北发展。 

按照商务部批准《成品油零售企业管理技术规范》中城区加油站的服务半径不

少于 0.9km，折算分布密度 ρ≤0.39 座/平方千米，近期规划期末，城区公共加油站

的数量上限应控制在 9 座，而现状城区加油站共有 10 座，已基本满足近期需求。

因此，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城区加油站近期规划以现状加油站的保留、拆除与整改

为主（拆除情况详见表 6-2），远期迁建的现状加油站，近期予以保留。 

近期至 2020 年规划期末，规划城区加油站 10 座(油气合建站一座)，其中现状

保留 7 座，新建 3 座。详见表 7-1。 

表 7-1                城区加油站近期规划一览表 

序

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

（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7 中国石化阿里山站 
城区阿里山路与汜城大道交

叉口东北 
20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2 现状 30 襄城县平安加油站 
城区建设路与襄禹路交叉口

东北 
1487.94 

城区加油

站 
保留 

3 现状 50 中石油第三加油站 
城区龙兴大道与建设路交叉

口东南 
1200 

城区加油

站 

近期保

留，远期

拆迁 

4 现状 06 中国石化第九加油站 
城区建设路与首山大道交叉

口西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5 现状 22 襄城县万通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即墨路交叉

口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6 新建 02 -- 
城区八七路与襄禹路交叉口

东 100m 路南 
2000 

油气合建

站（城区加

油站+CNG

加气站） 

现状 49

迁建 

7 现状 56 中国石油第十加油站 
城区烟城路与龙兴大道交叉

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8 新建 03 -- 
城区文化路与紫云大道交叉

口西 35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

站 

现状 57

迁建 

9 现状 10 襄城县东关加油站 
城区紫云大道与书院路交叉

口东北 
1300 

城区加油

站 

保留整

改 

10 新建 06 -- 
城区中心路与灵武大道交叉

口东 100m 路南 
1300 

城区加油

站 

现状 55

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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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规划应结合襄城县公路网建设，优先开展国、省道建设。国、省道现状各

17 座加油站，分布过密，但考虑到近期规划期内，襄城县国、省道里程会大幅增加，

现状大部分沿线加油站可以保留。 

襄城县包括 9 个镇 7 个乡，按照《关于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

品油市场供应的实施意见》，每个乡镇至少设置 1-2 个左右加油站，现状汾陈乡、双

庙乡等乡镇还没有设置加油站。 

综上，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规划以现状保留、整改与升级为主，而新建加油站

应以国、省道公路沿线建设为优先，还应解决现状部分乡镇加油站建设空白问题。

对于远期迁建的加油站，近期应予以保留。 

至 2020 年，规划公路沿线加油站 55 座，其中保留 42 座，新建 13 座， 详见

表 7-2。 

表 7-2               公路沿线加油站近期规划一览表 

序号 编号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位置 
占地规模

（m²） 
分类 备注 

1 现状 05 
中国石化第八

加油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

十三矿口路东南 
462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 现状 60 
中国石油第十

四站 

城关镇 311 国道与

十三矿路口交叉口

西北角 

12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3 新建 08 -- 王洛镇闫寨村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 

4 现状 25 
襄城县永超加

油站 

王洛镇闫寨村南

500m 襄禹路东 
2197.34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5 现状 52 
中国石油第五

加油站 
王洛镇西村北 100m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6 现状 27 
襄城县谢庄加

油站 

王洛镇谢庄村口襄

禹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7 新建 11 -- 汾陈乡后何庄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8 新建 13 -- 
汾陈乡双楼张村路

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9 现状 40 
回族镇群照加

油站 
回族镇东街路南 1413.97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0 现状 41 
回族镇永超加

油站 
回族镇西街路南 1299.88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11 现状 03 
中国石化第四

加油站 

颍阳镇 311 国道桥

北头 500m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2 现状 44 电脑加油站 
颍阳镇镇区南 311

国道西 
14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13 现状 04 
中石化第六加

油站 

颍阳镇陈刘候村南

300m311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4 现状 39 
中石化大路李

加油站 
颍阳镇大路李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15 新建 19 -- 双庙乡付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16 新建 20 -- 双庙乡寺白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17 现状 24 
中国石化宋庄

加油站 

库庄镇宋庄村南

300m 省道 229 路东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

级 

18 新建 22 -- 库庄镇高岗线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19 现状 29 
襄城县工程处

加油站 

库庄镇汜水大道与

襄禹路交叉口北 200

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20 现状 28 
襄城县襄北加

油站 

十里铺镇西井庄村

路口南 200m 
1669.2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21 现状 31 
襄城县东方加

油站 

十里铺镇二十里铺

村西头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22 现状 32 
襄洛石化加油

站 

十里铺村街屯洛界

路北 
1738.12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3 现状 37 
襄城县张宏石

化加油站 
紫云镇潘庄村东 2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

级 

24 新建 28 -- 
紫云镇张庄村南县

道 026 路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25 现状 09 
襄城县襄宝加

油站 
湛北乡七里店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26 现状 53 
中国石油第六

加油站 

湛北乡 311 国道陈

刘侯村 
26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7 现状 08 
中国石化第七

加油站 
湛北乡坡李村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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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现状 51 
中国石油第四

加油站 

湛北乡坡刘村 311

国道路东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29 新建 31 -- 山头店庙李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30 现状 59 
中国石化第十

三加油站 

山头店镇南环路乔

柿园村西 350m路南 
3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1 现状 38 
中国石化山头

店孙庄加油站 
山头店孙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升

级 

32 现状 45 
襄城县颍汝灌

区加油站 
山头店大陈村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33 现状 14 
襄城县茨东加

油站 

茨沟乡东村东头

100m 洛界路北 
1608.4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 

34 现状 15 
襄城县洛界路

加油站 

茨沟乡罗沟村西

300m 洛界路南 
3280.36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升

级 

35 现状 58 
中国石油第十

二加油站 

茨沟乡八七路东段

许平南高速口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36 现状 13 
襄城县茨沟王

庄加油站 

茨沟乡王庄东 400m

省道 328 路北 
2647.56 公路沿线加油站（国道） 保留 

37 现状 47 
襄城县姜紫路

加油站 
丁营乡榆孙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整

改 

38 现状 48 
襄城县丁营兴

达加油站 
丁营乡王穆庄村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39 新建 34 -- 丁营乡柏宁岗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40 现状 46 
襄城县永通加

油站 
麦岭镇镇区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41 新建 40 -- 
麦岭镇白庙村东路

西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42 现状 19 
襄城县德权加

油站 

姜庄乡洛界路与姜

范路交叉口西 50m 
3018.79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保留 

43 现状 20 
襄城县信合加

油站 

姜庄乡集镇西南省

道 238 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整

改 

44 新建 44 -- 姜庄乡耿庄村南 2000 公路沿线加油站（省道） -- 

45 新建 47 -- 范湖乡幸福桥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 

46 现状 16 
襄城县行烈加

油站 

范湖乡朱湖村口茨

肖路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保留整

改 

47 新建 48 -- 范湖乡范东村东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县道） -- 

48 现状 17 
中石化范湖纸

坊加油站 

范湖乡纸户村西头

洛界路北 
1300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49 现状 18 
中石化范湖油

房孙加油站 

范湖乡廊坊村东头

洛界路北 
1497.03 公路沿线加油站（乡道） 

保留升

级 

50 现状 01 

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襄城第二

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双

庙路口 
54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1 现状 02 

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河南

许昌襄城第三

加油站 

颖阳镇 311 国道颖

阳镇桥东 
35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2 现状 21 
海山石化加油

站 

湛北乡 311 国道卧

虎山东侧紫云大道

西 

17796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3 现状 42 
襄城县颖阳加

油站 
颖阳镇刘庄村 135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4 现状 43 
襄城县颖阳镇

五学加油站 

颖阳镇陈刘候村东

头紫云大道东 
20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55 现状 54 

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襄城第

七加油站 

库庄镇李树村 4000 -- 

近期保

留，远期

迁建 

第八章  规划管理与实施措施 

一、加大规划实施力度 

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应积极推动本辖区成品油市场建设，及时研究解决成品油

流通中的重大问题，切实保障规划的实施。 

二、建立完善规划实施的协调机制 

本规划是依法行政、整顿和规范襄城县成品油市场的重要依据，需要多部门协

调，共同推进实施。襄城县商务局要加强对全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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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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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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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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全县成品油市场建设步伐。 

四、规范成品油行业经营行为 

襄城县商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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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承担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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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提升加油站的的设计水平与服务质量 

在建设管理中，应注重提高加油加气站的设计水平和建筑质量，加油站形象设

计应突出襄城地方特色；同时完善内部功能，合理设施布局，改进加油工艺，加强

安全管理，美化站内环境，整体提升加油加气站的服务水平和窗口形象。 

六、保证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本规划经襄城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报河南省商务厅复审批准后，由襄城县商

务局组织实施。在规划审批和建设中，在不影响加油加气站总体布局和服务水平的

前提下，站点的数量和位置以及具体面积在经过规划论证后，可按照相关法定程序

进行优化调整，报原审批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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