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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22 年修订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等有关法律、标准和规范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区划。

一、适用范围

本区划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的声环境管理。

二、区划原则

（一）主要以街道、乡镇为单元划分声环境功能区。

（二）以区域用地现状为主兼顾用地规划主导功能，确定各

单元声环境功能区类型。

（三）安静居住小区声环境质量保护执行 1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

（四）3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2类声环

境功能区标准。

（五）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

1. 道路交通干线、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两侧区域划为 4a类

声环境功能区。

2. 铁路干线两侧区域划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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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交通干线、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与相邻功能区的距

离划分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确定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米；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0米；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0米。

若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将临街建筑面向

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划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

区。

4. 铁路（含新建铁路及既有铁路）干线用地边界线外一定

距离以内的区域划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其与相邻功能区距离

划分方法按上款“3.道路交通干线”规定执行。

5. 对于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与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叠的

部分，划为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6.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执行 4a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铁路场站执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7. 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在 4a 类或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边界外 150米区域内可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8. 规划建设的交通干线和交通服务区域：未建成投入使用

前按当前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管理，建成投入使用后参照本区划规

定调整为 4a类或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六）相邻不同类型功能区之间或 4类声环境功能区内发生

固定设备噪声污染问题时，按相邻较高级别类型声环境功能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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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执行。

三、说明

（一）本区划未明确声环境类别的区域（含交通线路、场站

等），由区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等规定，结合管理工作实际，确定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二）本区划由天津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三）本区划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

附件： 1.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2.天津市高速公路明细表

3.天津市道路交通干线（不含高速公路）明细表

4.天津市铁路干线及铁路场站明细表

5.天津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及轨道交通场站明细表

6.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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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 和平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劝业场街道 2类 劝业场街道 劝业场街道全域

2 小白楼街道 2类 小白楼街道 小白楼街道全域

3 五大道街道
1类 五大道街道 1类区 南京路-马场道-西康路-贵州路-成都道-南京路

2类 五大道街道 2类区 南京路-成都道-贵州路-营口道-南京路

4 新兴街道 2类 新兴街道 新兴街道全域

5 南营门街道 2类 南营门街道 南营门街道全域

6 南市街道 2类 南市街道 南市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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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东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大王庄街道 2类 大王庄街道 大王庄街道全域

2 大直沽街道 2类 大直沽街道 大直沽街道全域

3 中山门街道 1类 中山门街道 中山门街道全域

4 富民路街道 1类 富民路街道 富民路街道全域

5 二号桥街道 2类 二号桥街道 二号桥街道全域

6 春华街道 2类 春华街道 春华街道全域

7 唐家口街道 2类 唐家口街道 唐家口街道全域

8 向阳楼街道 2类 向阳楼街道 向阳楼街道全域

9 常州道街道 2类 常州道街道 常州道街道全域

10 上杭路街道

1类 上杭路街道 1类区 月牙河-京山铁路-东兴路-津滨大道-月牙河

2类 上杭路街道 2类区
月牙河-津滨大道-东兴路-京山铁路-红星路-成林

道-月牙河

11 东新街道 1类 东新街道 东新街道全域

12 鲁山道街道 1类 鲁山道街道 鲁山道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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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河西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大营门街道 1类 大营门街道 大营门街道全域

2 下瓦房街道 1类 下瓦房街道 下瓦房街道全域

3 桃园街道 1类 桃园街道 桃园街道全域

4 挂甲寺街道 1类 挂甲寺街道 挂甲寺街道全域

5 马场街道 1类 马场街道 马场街道全域

6 越秀路街道 1类 越秀路街道 越秀路街道全域

7 友谊路街道 1类 友谊路街道 友谊路街道全域

8 天塔街道 1类 天塔街道 天塔街道全域

9 尖山街道

1类
尖山街道西北片 1

类区

解放南路-黑牛城道-尖山路-平江道-隆昌路-资水

道-尖山路-大沽南路-解放南路

1类
尖山街道西南片 1

类区

解放南路-卫津河-江水道-白云山路-复兴河-解放

南路

2类 尖山街道 2类区

尖山街道东边界-汽配城南侧边线及向东延长线-
解放南路-复兴河-纯真里东边界-黑牛城道-解放

南路-大沽南路-尖山街道东边界

10 陈塘庄街道

1类 陈塘庄街道 1类区 陈塘庄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陈塘庄街道 2类区

微山路-四季馨园北、西边界-珠江道-陈塘庄街道

西边界-洪泽路-大沽南路-洪泽路-海河-复兴河-
微山路

11 柳林街道 1类 柳林街道 柳林街道全域

12 东海街道
1类 东海街道 1类区

微山路-浯水道-浯南路-渌水道-梅林路-浯水道-
洞庭路-珠江道-微山路

2类 东海街道 2类区 洞庭路-浯水道-东海街道西边界-珠江道-洞庭路

13 梅江街道 1类 梅江街道 梅江街道全域

14 太湖路街道 1类 太湖路街道 太湖路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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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南开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长虹街道
1类 长虹街道 1类区

津河-长江道-红旗路-黄河道-咸阳路-南运河南路-津
河

3类 长虹街道 3类区 红旗路-长江道-咸阳路-黄河道-红旗路

2 鼓楼街道 1类 鼓楼街道 鼓楼街道全域

3 兴南街道 1类 兴南街道 兴南街道全域

4 广开街道 1类 广开街道 广开街道全域

5 万兴街道 1类 万兴街道 万兴街道全域

6 学府街道 1类 学府街道 学府街道全域

7 向阳路街道

1类
向阳路街道 1类

区

咸阳路-黄河道-芥园西道-南开区西边界-密云路-南
运河南路-咸阳路

3类
向阳路街道 3类

区

咸阳路-长江道-密云路-密云一支路-陈塘支线-芥园

西道-黄河道-咸阳路

8 嘉陵道街道

1类
嘉陵道街道 1类

区

红旗路-西湖道-资阳路-雅安道-川北里西边界-汶川

里西边界-密云路-宜宾道-向阳路-红日南路-江安里

西边界-咸阳路-宜宾道-红旗路

2类
嘉陵道街道 2类

区
红旗路-天拖北道-咸阳路-西湖道-红旗路

3类
嘉陵道街道 3类

区

红旗路-宜宾道-咸阳路-江安里西边界-红日南路-向
阳路-宜宾道-密云路-汶川里西边界-川北里西边界-
雅安道-资阳路-西湖道-咸阳路-嘉陵道街道南边界-
陈塘支线-密云一支路-密云路-长江道-红旗路

9 王顶堤街道

1类
王顶堤街道 1类

区

红旗路-红旗南路-宾水西道-快速路-复康路-盈江路-
保山道-红旗路

2类
王顶堤街道 2类

区

红旗路-保山道-盈江路-复康路-快速路-天拖北道-红
旗路

10
水上公园街

道
1类 水上公园街道 水上公园街道全域

11
体育中心街

道
1类 体育中心街道 体育中心街道全域

12 华苑街道 1类 华苑街道 华苑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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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河北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光复道街道 2类 光复道街道 光复道街道全域

2 望海楼街道 2类 望海楼街道 望海楼街道全域

3 鸿顺里街道 2类 鸿顺里街道 鸿顺里街道全域

4 新开河街道 2类 新开河街道 新开河街道全域

5 铁东路街道 2类 铁东路街道 铁东路街道全域

6 建昌道街道

1类 建昌道街道 1类区

外环东路-金钟河大街-育红路-新开河-月牙河-红
梅道-群芳路-三和温泉花园北边界-河兴庄商业

街-外环东路

2类 建昌道街道 2类区
外环东路-河兴庄商业街-三和温泉花园北边界-
群芳路-红梅道-月牙河-新开河-外环东路

7 宁园街道
1类 宁园街道 1类区 育红路-中山北路-京山线-八马路-育红路

2类 宁园街道 2类区 育红路-金钟河大街-京山线-中山北路-育红路

8 王串场街道 1类 王串场街道 王串场街道全域

9 江都路街道 1类 江都路街道 江都路街道全域

10 月牙河街道 1类 月牙河街道 月牙河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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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红桥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道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西于庄街道

1类 西于庄街道 1类区
洪湖东路-西站西大桥-子牙河-咸阳北路-光荣道-
洪湖东路

2类 西于庄街道 2类区
西于庄街道东边界-子牙河-西站西大桥-洪湖东路

-光荣道-新红路-西于庄街道东边界

3类 西于庄街道 3类区 咸阳北路-子牙河-快速路-光荣道-咸阳北路

2
咸阳北路街

道
2类 咸阳北路街道 咸阳北路街道全域

3 丁字沽街道

1类 丁字沽街道 1类区 光荣道-丁字沽一号路-勤俭道-北运河-光荣道

2类
丁字沽街道北片 2

类区
勤俭道-丁字沽一号路-咸阳北路-北运河-勤俭道

2类
丁字沽街道南片 2

类区

五中后大道-新红路-光荣道-勤俭道-丁字沽一号

路-红桥北大街-五中后大道

4 西沽街道

1类
西沽街道东片 1类

区
北运河-辛庄桥-红桥北大街-光荣道-北运河

1类
西沽街道北片 1类

区

西站西大桥（复兴路）-湘潭道-海源道-快速路-
子牙河-西站西大桥（复兴路）

2类
西沽街道中片 2类

区

红桥北大街-新红路-子牙河-津浦铁路-子牙河南

路-河北省港航管理局东侧-小辛庄大街-西沽街道

西边界-新红路-五中后大道-红桥北大街

2类
西沽街道南片 2类

区

西站西大桥（复兴路）-津浦铁路-快速路-海源道-
湘潭道-西站西大桥（复兴路）

5 三条石街道
1类 三条石街道 1类区

子牙河-南运河-西站前街（大丰路）-西青道-子牙

河

2类 三条石街道 2类区 海河-通北路-北马路-北门外大街-南运河-海河

6 邵公庄街道

1类 邵公庄街道 1类区 红旗路-南运河-密云路-西青道-红旗路

2类 邵公庄街道 2类区
洪湖东路-西青道-西站前街-南运河-红旗路-西青

道-快速路-津浦铁路-洪湖东路

7 芥园街道 1类 芥园街道 芥园街道全域

8 铃铛阁街道 1类 铃铛阁街道 铃铛阁街道全域

9 和苑街道 1类 和苑街道 和苑街道全域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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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东丽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张贵庄街道 2类 张贵庄街道 张贵庄街道全域

2 丰年村街道 2类 丰年村街道 丰年村街道全域

3 万新街道 2类 万新街道 万新街道全域

4 无瑕街道 2类 无瑕街道 无瑕街道全域

5 新立街道

1类 新立街道 1类区

东丽开发区西边界-海河-外环线-丽瑞华庭北边界

-丽晟华庭北边界-丰安道-先锋路-东丽开发区西

边界

2类 新立街道 2类区 新立街道 1类区以外区域

6 华明街道

1类
华明街道北片 1

类区
东丽北边界-金钟河--东丽北边界

1类
华明街道南片 1

类区

赤海路-北塘排水河-映春路-华兴路-北环铁路-赤
海路

2类
国际温泉高尔夫

俱乐部

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东边界-凤凰墅北边界-中
环西路-春晓路-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东边界

2类 华明街道 2类区
华明街道 1类区、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以外区

域

7 金钟街道

1类 金钟街道 1类区 津蓟高速-北环铁路-新开河-津蓟高速

2类 金钟街道 2类区 金钟街道 1类区以外区域

8 军粮城街道 2类 军粮城街道 军粮城街道全域

9 金桥街道 2类 金桥街道 金桥街道全域

10 华新街道 1类 华新街道 华新街道全域

11 东丽湖街道

1类
东丽湖街道 1类

区
东丽湖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欢乐谷娱乐区
新地河-欢乐谷南边界-欢乐谷西边界-东丽大道-
新地河

12
东丽经济技术

开发区
2类

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 2类区
合兴路-二纬路-丽新路-津塘公路-合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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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3类
东丽经济技术开

发区 3类区
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 2类区以外区域

13
天津华明高新

技术产业区
3类

天津华明高新技

术产业区
天津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全域

14
天津东丽航空

产业区
3类

天津市东丽航空

产业区
天津东丽航空产业区全域

15
东丽开发区滨

海重机工业园
3类

东丽开发区滨海

重机工业园
东丽开发区滨海重机工业园全域

16
东丽开发区军

粮城工业园
3类

东丽开发区军粮

城工业园
东丽开发区军粮城工业园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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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西青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西营门街道

1类
西营门街道 1类

区
西营门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西营门街道 2类

区

外环线-京沪铁路-西站停车场东、北边界-西营门

街道西边界-子牙河-外环线

2 李七庄街道

1类
李七庄街道 1类

区
李七庄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李七庄街道 2类

区

外环线-中兴路-育水佳苑西边界-七号路北侧水

渠-地铁车辆段东、北边界-边村路-中兴路-大沽

排水河-淄环路-外环线；梅江西路-外环线-卫津

南路-绥江道-梅江西路

3
赤龙南街

道
1类 赤龙南街道 赤龙南街道全域

4
赤龙北街

道
1类 赤龙北街道 赤龙北街道全域

5
津门湖街

道
1类

津门湖街道 1
类区

津门湖街道全域

6 中北镇

1类 中北镇 1类区 中北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中北镇永旺

商业区
外环线-南运河-万卉路-天和路-京沪铁路-外环线

2类
中北镇南片 2

类区

外环线-紫阳道-中北不锈钢城东、南、西边界-
紫阳道-万卉路-海泰北道-星光路-卉康道-京沪高

铁-中北大道-海光路-小区南边界（星光 919、依

润园、金隅满堂等）-外环线

2类
中北镇北片 2

类区
新华道-中北镇边界-新华道

7 杨柳青镇

1类
杨柳青镇 1类

区
杨柳青镇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电厂东片 2类

区

杨柳青镇东边界-西站停车场北边界-京沪高铁-
子牙河-杨柳青镇东边界

2类
电厂南片 2类

区

京沪高铁-西青道-辰星路-新华道-杨柳青镇南边

界-新华道-武静线-京沪铁路-京沪高铁

2类
电厂西片 2类

区
武静线--津保铁路-子牙河-武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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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2类
杨柳青镇西

片 2类区

杨柳青镇北边界-天津农学院西边界-津同线-杨
柳青庄园北边界-金河路-前进路-新村路-果园路-
京岚线-杨柳青镇北边界

3类
杨柳青电厂

区域
京沪高铁-津保铁路-武静线-子牙河-京沪高铁

3类
汽车仓储加

工区
汽车仓储加工区区域

8 辛口镇 1类 辛口镇 辛口镇全域

9 张家窝镇

1类
张家窝镇 1类

区
张家窝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张家窝镇东

片 2类区

京沪高铁-自来水河-赛达大道-津沧高速-丰产道

及南延长线-京福支线-京沪高铁

2类
张家窝镇南

片 2类区

津海公路-独流减河-津沧高速-津涞公路-津海公

路

2类
张家窝镇西

片 2类区
原蓝星石化公司厂区（荣盛里小区西侧）

2类
社会山商业

区

枣林大道-社会山西苑东侧道路-枫雅道-社会山

东苑西侧道路-枣林大道

2类 华兴南里 海泰南北大街以西、创新大街以北华庄村区域

10 精武镇 1类 精武镇 精武镇全域

11 大寺镇

1类 大寺镇 大寺镇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陈塘热电厂 陈塘热电厂区域

3类
拉夏贝尔服装

仓储加工区

拉夏贝尔服装仓储加工区区域（东至微七路，南

至爱迪生道北约 240 米，西至赛达路，北至毕升

道北侧水渠）

12 王稳庄镇

1类
王稳庄镇 1类

区
王稳庄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王稳庄镇小

韩庄

盛达五支路东侧水渠-长深高速-津淄公路-新源

道-盛达五支路东侧水渠

2类
王稳庄镇杨

科庄

津淄公路-葛万公路-西青区南边界-独流减河东

堤道路-东兰坨中心路-东兰坨村西侧村路-杨科

庄村北侧水渠-津淄公路

2类 王稳庄镇大 津淄公路-大小泊路-大侯庄西侧水渠-大侯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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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侯庄 居北侧（隆泰园北约 550 米）-津淄公路

2类
王稳庄镇小

孙庄

津淄公路-津王路-小孙庄五纬路西侧水渠-栖湖

园南侧道路-津淄公路

13
西青经济

技术开发

区

2类
梅江永旺商

业区
梅江永旺商业区区域

3类
西青经济技

术开发区 3类
区

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含天祥工业园、四新高科

产业园、辛口镇赛达物流园、大寺工业园、大寺

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寺镇腾达工业集聚区、大寺

镇大芦北口工业集聚区、大寺镇贾庄子工业集聚

区、大寺镇北口工业集聚区、医药园国际工业城、

赛达新兴产业园、开发区一二三期、开发区四期）

2类区以外区域

14
西青学府

工业区
3类

西青学府工

业区

西青学府工业区（含精武镇永红工业集聚区、大

卷子宽河工业区、吴庄子工业区、小卞庄工业区）

全域

15
西青汽车

工业区
3类

西青汽车工业

区

西青汽车工业区（含杨柳青镇片区、张家窝镇片

区、中北镇片区、汪庄园）全域

16
中北工业

园
3类 中北工业园 中北工业园（含南园、北园）全域

17
赛达工业

园
3类 赛达工业园 赛达工业园全域

18

王稳庄镇

物流及汽

车测试基

地

3类
王稳庄镇物

流及汽车测

试基地

王稳庄镇物流及汽车测试基地全域（东至津淄公

路、南至长深高速，西至规划界，北至稳盛道）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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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津南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双新街道 1类 双新街道 双新街道全域

2 双林街道 1类 双林街道 双林街道全域

3 海棠街道 1类 海棠街道 海棠街道全域

4 咸水沽镇

1类
咸水沽镇 1类

区
咸水沽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咸水沽镇南片2

类区
咸排河-南环路-津歧线-津沽公路-咸排河

2类
咸水沽镇北片2

类区
月牙河-天津大道-宁静高速-海河-月牙河

5 葛沽镇

1类 葛沽镇 1类区 葛沽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葛沽镇北片 2

类区

惠兴道及北延长线-津沽线-东埂西路-建业路-富
康路-安正道及东延长线-营顺路及北延长线-津
沽附线二-柳景道-海河-惠兴道及北延长线

2类
葛沽镇南片 2

类区

葛沽镇东边界-葛沽镇南边界-葛沽镇西边界-长
深高速-津晋高速-葛沽镇东边界

6 小站镇

1类 小站镇 1类区 小站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小站镇东片 2

类区

小站镇东边界-八米河-汉港线-小站镇北边界-小
站镇东边界

2类
小站镇南片 2

类区

拐子沟村路及南延长线-八米河-津港高速-小站

中心道西延长线-津港高速西侧约 400 米水渠-葛
万线-拐子沟村路及南延长线

2类
小站镇北片 2

类区

天山路-前营路-工业区一号路东侧（月牙河）-北
闸口镇南边界-北马路-天山路

7 双港镇

1类
外环线以内 1

类区

外环线-景盛路-双林车辆段东、北边界-双巨排污

河-海河-外环线

1类
外环线以外1

类区
双港镇外环线外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双港镇南片 2

类区

津港高速东侧辅路-景蓬道北侧约 200 米-津南区

西边界-梨双路-津港高速东侧辅路

2类
双港镇北片2

类区
洪泥河-天津大道-外环线-海河-洪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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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8 辛庄镇

1类
辛庄镇 1类

区
辛庄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辛庄镇东片2

类区
海河-宁静高速-天津大道-辛柴路-海河

2类
辛庄镇西片2

类区

洪泥河-宁静高速-白万路-吉泰道西延长线-洪泥

河

9 双桥河镇

1类
双桥河镇 1

类区
双桥河镇 2类、3类以外区域

2类
双桥河镇南

片 2类区

经五路（祥水路北）-津南大道-咸排河-津沽公路

-经五路（祥水路北）

2类
双桥河镇北

片 2类区

汉港线-富东道及西延长线-欣旺路（南北向）北

延长线-欣旺路（东西向）及西延长线-东周庄村

路-海河故道-海河-汉港线

3类
双桥河镇 3

类区

欣旺路（南北向）东侧企业-天津大道-西官路-欣
旺路（东西向）及西延长线-欣旺路（南北向）东

侧企业

10 八里台镇

1类
八里台镇 1

类区
八里台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八里台镇东

片 2类区
津港公路-幸福路-双中路-长深高速-津港公路

2类
八里台镇南

片 2类区

津港公路-马厂减河-幸福河-潘家洼村路-津港公

路

2类
八里台镇西

片 2类区
津沽污水处理厂区域

11 北闸口镇

1类 北闸口镇 1类区北闸口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北闸口镇 2类区
月牙河-北闸口镇南边界-津港公路-双东路-月牙

河

12
天津双港

工业区
3类

天津双港工业

区

天津双港工业区（含老双鑫工业区、辛庄工业园

区）全域

13
天津海河

工业区
3类

天津海河工业

区

天津海河工业区（含北闸口片区、咸水沽片区）

全域

14
滨海民营

经济成长

示范基地

3类
滨海民营经济

成长示范基地
滨海民营经济成长示范基地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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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5
八里台工

业区
3类 八里台工业区 八里台工业区全域

16
八里台农

业园区
3类

八里台农业园

区
八里台农业园区全域

17
天津小站

工业区
3类

天津小站工业

区
天津小站工业区（含东区、黄台工业区）全域

18
津南经济

开发区
3类 津南经济开发区津南经济开发区（含东区、西区）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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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北辰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果园新村街道 1类 果园新村街道 果园新村街道全域

2 集贤里街道 1类 集贤里街道 集贤里街道全域

3 普东街道 1类 普东街道 普东街道全域

4 瑞景街道 1类 瑞景街道 瑞景街道全域

5 佳荣里街道 1类 佳荣里街道 佳荣里街道全域

6 青源街道 1类 青源街道 青源街道全域

7 广源街道 1类 广源街道 广源街道全域

8 双环邨街道 1类 双环邨街道 双环邨街道全域

9 天穆镇

1类 天穆镇 1类区 天穆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天穆镇 2类区

潞江东路-淮河道-姚江路-滦河道-姚江西路-普济

河东道-铁东路-榆关道-天穆镇南边界-京津路-穆
东道-辰发花园东边界-文庆道-新峰路南延长线-
顺义道-朝阳路-丰产河-京沪铁路-天穆镇北边界-
潞江东路

10 北仓镇

1类 北仓镇 1类区 北仓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北仓镇 2类区

北仓镇东边界、南边界-京沪铁路-北辰道-朝阳路

-旺吉道-科峰路-延吉道-京沪铁路-南曹联络线

（铁路）-科峰路北延长线-盛仓北道-高云路-富
锦道-富锦华庭东边界-延边道-京津路西侧辅路-
外环线-辰昌路-南曹联络线（铁路）-北运河-永
定新河-北仓镇东边界

11 双街镇

1类 双街镇 1类区 双街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双街镇东片 2类

区

京津高铁-京环线（九园线）-双街镇东边界-永定

新河-龙兴路及南延长线-双江道-双辰东路-京环

线-双辰西路-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东路分园

西边界-城际美景小区北边界-双辰北路-双川道-
京津线-津霸铁路-京沪铁路-滨保高速-京津线-北
辰区北边界-京津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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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2类
双街镇南片 2类

区

龙兴路南延长线-永定新河-京津线-双海道-双辰

西路-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东路分园西边界-
双江道-龙润路及南延长线-凤宁道-龙兴路南延

长线

12 双口镇

1类 双口镇 1类区 双口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双口镇东片 2类

区

永清渠-安光引水渠-双口果园路-津保高速-永清

渠

2类
双口镇南片 2类

区

双口镇东边界-河头村南侧水渠-上青路-东杨路-
杨双路-岭上庄园北、西边界-双口镇南边界-北辰

区西边界-津霸线-安光引水渠-安光引水渠东侧

企业北、东边界-腾兴道-双口镇东边界

2类
双口镇西片 2类

区

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西边界-安光路-安光引

水渠-安光路南侧约 100米道路-津雄高速（津保

高速）-春城花园别墅小区北边界-安光引水渠-
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西边界

2类
双口镇北片 2类

区

双口镇东边界-中泓故道-创建桥南道路-老津永

公路-河北工大西边界-双口南街东延长线-京沪

高铁-津雄高速-武静线-津永线-京环线-津永线北

侧水渠-京沪高铁-中泓故道-天津市环美苗圃西、

北边界-双口镇东边界

2类 双口垃圾填埋场
京环线-垃圾填埋场西边界-北辰区北边界-京环

线

13 青光镇

1类 青光镇 1类区 青光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青光镇东片 2类

区

外环线-子牙河-南曹联络线-刘家码头村南现状

路-村西水渠-韩达道-韩家墅钢材市场北边界-成
泰路-韩家墅凤河公园南侧水渠-南曹联络线-韩
家墅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侧-外环线

2类
青光镇西片 2类

区

京沪高铁-子牙河-青光镇西边界-北辰西道-京沪

高铁

14 宜兴埠镇

1类 宜兴埠镇 1类区
外环线-新开河-宜兴埠镇西边界-咏贤道-宜正路-
三千路-普济河东道-外环线

2类 宜兴埠镇 2类区宜兴埠镇 1类、3类区以外区域

3类 宜兴埠镇 3类区
宜兴埠镇物流仓储加工区区域（北至丰产河，东

南、西南至滨海高新区北辰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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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5 小淀镇

1类 小淀镇 1类区 小淀镇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小淀镇南片 2类

区

景通路及南延长线-新开河-小淀镇西边界-华实

道-景通路及南延长线

2类
小淀镇北片 2类

区

景丽路北延长线-丰产河-津围线-王朝南道--刘安

庄村物流仓储加工区西边界-丰产河-外环线-北
辰道-小淀镇西边界-京环线-京津塘高速-淀南引

河-津围线-京环线-景丽路北延长线

3类
刘安庄村物流仓

储加工区

刘安庄村物流仓储加工区区域（北至王朝南道、

南至丰产河，西至加工区边界）

16 大张庄镇

1类 大张庄镇 1类区大张庄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大张庄镇东片 2

类区

机场排水河-西环路-京环线-津围线-滨保高速-大
张庄镇北边界-津围线东侧约 450米-机场排水河

2类
大张庄镇南片 2

类区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引滦市区分公司北边界

外水渠-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引滦市区分公司

东边界-永定新河-孟杨路-永定新河-京环线-外环

调整路-大张庄镇西边界-京环线-京津塘高速-孟
杨路-光明大道-大张庄村北铁路-天津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引滦市区分公司北边界外水渠

2类
大张庄镇北片 2

类区
大张庄镇边界-滨保高速

17 西堤头镇

1类 西堤头镇 1类区西堤头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西堤头镇南片 2

类区

华北河-金钟河-永金引河-津宁高速-陆路港物流

装备产业园南片东边界-京环线-西堤头镇西边界

-永定新河-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北片西南、东

南边界-华北河（不含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西

堤头南区分园）

2类
西堤头镇北片 2

类区

西堤头镇东边界-京津高速-华北河-赵温路-华北

桥-西堤头镇北边界-西堤头镇东边界

18
天津北辰经济

技术开发区
3类

天津北辰经济技

术开发区

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含双源分园、屈店分

园、鸿仓分园、汉沟分园）全域

19
天津滨海高新

区北辰科技园
3类

天津滨海高新区

北辰科技园

天津滨海高新区北辰科技园（含天士力集团、华

辰工业园、环东分园、温家房子分园、宜兴埠分

园）全域

20
天津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园
3类

天津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
天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含万发分园）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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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21
天津医药医疗

器械工业园
3类

天津医药医疗器

械工业园
天津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含京宝分园）全域

22
天津陆路港物

流装备产业园
3类

天津陆路港物流

装备产业园

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含西堤头分园、西

堤头南区分园）全域

23 双口镇工业区 3类 双口镇工业区 双口镇工业区全域

24
北辰京津医药

谷
3类 北辰京津医药谷

北辰京津医药谷（含意达分园、京津医药谷起步

区）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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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武清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杨村街道

1类 杨村街道 1类区杨村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杨村街道 2类区
机场西侧边沟-北杨线-京津公路-崔杨线-机场道-
机场西侧边沟

2 下朱庄街道

1类
下朱庄街道 1类

区
下朱庄街道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下朱庄街道 2类

区

京津高速联络线-京沪线-嘉通道-清源路-北杨线-
京津高速联络线

3类
下朱庄街道嘉通

道北物流园
清源路-嘉通道-京津公路-北杨线-清源路

3类
下朱庄街道京津

高速联络线南物

流园

京津高速铁路-下朱庄边界-京沪线-京津高速联络

线-京津高速铁路

3 东蒲洼街道 1类 东蒲洼街道 东蒲洼街道全域

4 黄庄街道

1类 黄庄街道 1类区黄庄街道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黄庄街道 2类区翠亨路-龙凤河-黄庄街道边界-前进道-翠亨路

3类 黄庄街道 3类区

武静线两侧现状建成区（保恒生物科技东边界-
章城路-旭腾达东边界-明现科技南边界-祥而瑞西

边界-小王村路-朗健科技西边界-金山砖厂西边界

-易游客西边界-海联昇北边界-天津工大祥生北边

界-保恒生物科技东边界）

5 徐官屯街道

1类 徐官屯街道 1类
区

徐官屯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徐官屯街道 2类
区

费庄村、薛庄村和马庄村区域

6
武清经济技术

开发区

2类

武清经济技术开

发区商务区
南东线-光明道-新兴路-福源道-南东线

凯旋王国 翠通路-雍和道-凯旋王国西边界-光明道-翠通路

佛罗伦萨小镇、

威尼都
翠亨路-前进道-翠通路-强国道-翠亨路

创意米兰 泉州路-前进道-泉旺路-富民道-泉州路

V1汽车世界 南东线-前进道-新安路-武静线-南东线

3类 武清经济技术开

发区 3类区

武清经济技术开发区（含高村科技园、豆张庄分

园、下朱庄分园、徐官屯分园、杨村分园、南蔡

村分园）2类区以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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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区

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7
天津京滨工业

园
3类 天津京滨工业园

天津京滨工业园（含东马圈镇分园、城关镇代管

园、河西务镇分园、大孟庄镇代管园、泗村店镇

代管园）全域

8
天津京津电子

商务产业园
3类

天津京津电子商

务产业园

天津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含大良分园、大碱厂

分园）全域

9
天津武清汽车

产业园
3类

天津武清汽车产

业园
天津武清汽车产业园（含曹子里分园）全域

10
天津京津科技

谷
3类 天津京津科技谷

天津京津科技谷（含陈咀分园、石各庄分园、王

庆坨分园、郑家楼代管园、汊沽港镇江林经济园、

汊沽港镇工业园区、汊沽港镇新型建材产业园、

汊沽港镇田歌经济园、黄花店镇八里桥纸制品工

业区）全域

11
天津福源经济

开发区
3类

天津福源经济开

发区
天津福源经济开发区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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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宝坻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潮阳街道 2类 潮阳街道 2类区

津蓟铁路-建昌道-后围路-津围路西侧约 600米
水渠-京唐城际铁路--津围路-潮白新河南堤-津
蓟铁路

2 朝霞街道

2类
朝霞街道东片 2

类区

西外环-北城西路-朝霞街道东边界-宝通公路-
百里河-前莲花村北加油站北侧-西外环

2类
朝霞街道西片 2

类区

管曲路-宝通公路-朝霞街道西边界-后西苑村北

侧水渠-管曲路

3 海滨街道

1类 海滨街道 1类区海滨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海滨街道南片 2

类区

林海路-津围线-宝通公路-西城路-北城路-北城

东路-林海路

2类
海滨街道北片 2

类区

环城东路-北环路-海滨街道西边界-唐通线-环
城东路

2类
海滨街道东片 2

类区

海滨街道东边界-唐通线-唐通线至刘举人庄道

路-海滨街道北边界-海滨街道东边界

4 宝平街道
1类 宝平街道 1类区宝平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宝平街道 2类区南关大街-南三路-老宝平线-建设路-南关大街

5 钰华街道

1类 钰华街道 1类区钰华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钰华街道西片 2

类区

津蓟铁路-张庄子路-窝头河-渔阳路-钰华街-环
城南路-津蓟铁路

2类
钰华街道东片 2

类区

引滦河道防护林西-高家口村水渠-津蓟铁路-唐
通改线- 引滦河道防护林西

6
宝坻经济

开发区
3类 宝坻经济开发区

宝坻经济开发区（含天宝工业园、天宝新安分

园、天宝牛道口分园、天宝霍各庄分园、天宝

方家庄产业园、天宝大钟庄分园、天宝新开口

分园、九园工业园、九园大口屯分园、九园八

门城产业园、九园林亭口分园、九园大唐庄分

园、九园黄庄分园、九园牛家牌分园、口东工

业园、潮南产业园）全域

7
京津中关村

科技城
3类

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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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宁河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芦台街道

1类 芦台街道 1类区芦台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芦台街道 2类区
滨玉线-一纬路-金华路-金波道-金翠路-新华道-
蓟运河-京环线（津榆线）-滨玉线

2 桥北街道

1类 桥北街道 1类区桥北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桥北街道 2类区
京环线（津榆线）-山广支线-泰兴道-光明路-河
平路-京环线（津榆线）

3
天津宁河经

济开发区
3类 宁河经济开发区天津宁河经济开发区（含西区、北区）全域

4
天津宁河现

代产业区
3类 宁河现代产业区天津宁河现代产业区（含原潘庄工业区）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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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静海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朝阳街道

1类 朝阳街道 1类区 朝阳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朝阳街道东片 2

类区
曙光道-东方红路-朝阳道-津文线-曙光道

2类
朝阳街道西片 2

类区

春曦道-团静线-旭华道-东方红路-东安道-团静

线-京沪线-津文线北侧约400米-旭华道-津文线

-春曦道

2 静海镇
1类 静海镇 1类区 静海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静海镇 2类区 京沪线-南纬四路-工农大街-北纬三路-京沪线

3 唐官屯镇 2类 唐官屯镇 2类区 京沪线-马厂减河-南运河-津沧高速-京沪线

4
天津健康产

业国际合作

示范区

1类
天津健康产业国

际合作示范区
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全域

5
天津子牙经

济技术开发

区

1类
子牙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研居住区
新城十三号路-重庆道-沿庄道-新城一号路-子
牙道-新城十三号路

3类
子牙经济技术开

发区产业区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产业功能区、高

新产业分园、航空产业分园）1类区以外区域

6
天津唐官屯

加工物流区
3类

天津唐官屯加工

物流区

天津唐官屯加工物流区（含鲁辛庄分园、双塘

镇分园、西翟庄镇分园、陈官屯镇分园、沿庄

镇分园）全域

7
天津静海国

际商贸物流

园

3类
天津静海国际商

贸物流园

天津静海国际商贸物流园（含王口镇分园、独

流镇分园、杨城庄乡分园）全域

8
天津大邱庄

工业区
3类 大邱庄工业区

天津大邱庄工业区（含满井子分园、大屯村分

园、太平村分园、西南分园、蔡公庄镇分园、

张家房子分园）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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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蓟州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渔阳镇（含文

昌街道区域）

1类 渔阳镇 1类区 渔阳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渔阳镇 2类区
东、南、西三侧至镇界，北侧至燕山西路、喜

邦线

2 州河湾镇

1类 州河湾镇 1类区 州河湾镇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州河湾镇 2类区
州河湾东园、南园东边界-大秦铁路-滨河西街-
水库南线-州河湾东园、南园东边界

3
天津市蓟州

区经济开发

区

3类
天津市蓟州区经

济开发区

天津市蓟州区经济开发区（含专用汽车产业园、

上仓工业园）全域

4
大唐电厂、国

华电厂
3类

大唐电厂、国华

电厂
大唐电厂、国华电厂区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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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滨海新区（滨海街镇）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结果

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塘沽街道 2类 塘沽街道 塘沽街道全域

2
大港街道

1类 大港街道 1类区

津歧线-世纪大道-凯旋街-南环路-西环路-世纪

大道-四化东路-大港务实三幼-华兴医院住院部-
滨海大道-西环路-板港路-学海路-津歧线

3类
大港街道北片 3

类区
津歧线-学海路-板港路-津歧线

3类
大港街道南片 3

类区

西环路-滨海大道-四化东路-华兴医院住院部-大
港务实三幼-世纪大道-西环路-南环路-大港街

东、南、西边界-八米河-西环路（不含大港石化

产业园）

3 杭州道街道

1类
杭州道街道 1类

区
杭州道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杭州道街道 2类

区

建材路-津塘公路-京山线-中心北路-杭州道-建
材路

4 新河街道
1类 新河街道 1类区

车站北路-津塘公路-新北路-京津塘高速-车站北

路

2类 新河街道 2类区新河街道 1类区以外区域

5 大沽街道

2类
大沽街道北片 2

类区
大沽街道范围内，大沽排水河以北区域

2类
大沽街道南片 2

类区

大沽街道范围内，大沽排水河以南区域（不含

大沽街 3类区）

3类 大沽街道 3类区
秦滨高速-古林街道北边界-海景大道-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中区南、东边界-轻纺大道-秦滨高速

6 新北街道 1类 新北街道 1类区河北路-泰达大街-新河干渠-北大街-河北路

7 北塘街道

1类 北塘街道 1类区北塘街道 2类区以外区域

2类 北塘街道 2类区
新北公路-北环线-北杨线-港城大道-渤龙湖东边

界-京津高速-新北公路

8 胡家园街道

2类
胡家园街道 2类

区
胡家园街道 3类区以外区域

3类
胡家园街道 3类

区

京山铁路-佳和苑西侧-津塘公路-津塘公路与长

深高速交口向西南至义和庄西路-于庄子水库西

侧水渠-郑田道-于庄子路-胡家园街道西侧边界-
京山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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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9 新港街道

2类
新港街道北片 2

类区

海东路-新港二号路-海滨大道-新港街道南、西

边界-新港四号路-海东路

2类
新港街道南片 2

类区

渤海石油路-渤港中心路-渤港北一路-东一路-津
沽一线-海岸线-海滨大道-渤海石油路

2类 海港公园
跃进路-北港路-保税区北边界-航运一道-海滨大

道-海港公园北边界-跃进路

3类 南疆港仓储区 天津港南疆港区（不含码头作业区）

3类
北疆港南片仓储

区

临海路-东堤路-新港二号路-东环路-港一一纬路

-新港一号路-天津港船闸管理所东侧道路-渤海

石油路-海滨大道-新港二号路-海东路-保税区边

界-临港路

3类
北疆港中片仓储

区
新港六号路-保税区边界-北港路-新港六号路

3类
北疆港北片仓储

区

跃进路-吉运四道-北港路-跃进路-海港公园北边

界-海滨大道-新港九号路-跃进路

3类 散货物流中心
海滨大道-物流南路-物流大道-万年桥南路-中央

大道-大沽排水河-海滨大道

4a类
南疆港北片码头

作业区

海岸线-南港东路-东三路-南港中路-中散三路-
南港东路-南疆路-东一路-渤港北一路-渤港中心

路-海岸线

4a类
南疆港南片码头

作业区

中散三路南延长线-海岸线-福润二库西边界-南
航路-矿石车场北路-中散三路延长线

4a类
南疆港东南片码

头作业区
海岸线-东五路南延长线-南航东路-海岸线

4a类
北疆港码头作业

区
北疆港区 2类、3类区以外临海一侧区域

10 新村街道 2类 新村街道 新村街道全域

11 汉沽街道
1类 汉沽街道 1类区

大田镇副道-新立南路-滨玉线-天津界-京山线-
蓟运河-七里海大道-六经路-十三纬路-大田镇副

道

2类 汉沽街道 2类区汉沽街道 1类区以外区域

12 寨上街道

2类
寨上街道西片 2

类区

滨唐线-东风南路-东环路-新开南路-新村街-蓟
运河-府北街-红霞路-友谊街-滨唐线

2类
寨上街道东片 2

类区
寨上盐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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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3类 营城工业园
东风南路-滨唐线-紫东街-蓟运河-新村街-新开

南路-东环路-东风南路

3类 北疆电厂 北疆电厂区域

13 古林街道

1类 古林街道 1类区

海景大道-世纪大道-香海园东边界-南环路-凯旋

街-世纪大道-津歧线-福绣园北边界-汉港线-古
林街界-港东二道-海景二路-海居园北边界-海景

大道

1类 官港湖
港塘线-街道界-阿罗高尔夫俱乐部北边界-港塘

线

2类
古林街道北片 2

类区

海景大道-海居园北边界-海景二路-港东二道-大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区东边界-板南路-津歧

线-港塘线-海景大道

2类
古林街道南片 2

类区
古林街道南部区域（南港工业区南侧）

3类 古林街道 3类区

海景大道-大沽街道南边界-秦滨高速-独流减河-
古林街道西边界-南环路-香海园东边界-世纪大

道-海景大道

14 海滨街道

1类 海滨街道 1类区

新兴北道-新兴南道-红旗路-东围堤道-创业路-
大港滨海法庭西侧道路-幸福路-彩虹西里西边

界-同盛里西、北边界-港盛道-创业路-新兴北道

2类 海滨街道 2类区海滨街道 1类、3类区以外区域

3类 海滨街道 3类区

秦滨高速-南港工业区西边界-管道局六公司（三

分公司）南侧道路-二道沟东侧、北侧道路-联盟

路-红旗路-新兴南道-创业路-光明大道-北穿港

路-津歧线-独流减河-秦滨高速

3类 港西工业园 规划光华道-支一路-联盟路-红旗路-规划光华道

15 新城镇
1类 新城镇 1类区 新城镇津晋高速以南区域

2类 新城镇 2类区 新城镇津晋高速以北区域

16 杨家泊镇

1类 杨家泊镇 1类区杨家泊镇 2类、3类以外区域

2类 杨家泊镇 2类区
芦堂公路-七加三路-滨唐线-奕鸣泉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西侧农渠-芦堂公路

3类
天津滨海物流加

工区
天津滨海物流加工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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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街镇/工业园

区名称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7 茶淀街道

1类 茶淀街道 1类区茶淀街道 2类、3类区以外区域

2类 茶淀街道 2类区
蓟运河-茶淀街道南、西边界-滨海绕城高速-塘
汉快速路-蓟运河

3类 茶淀街道 3类区
蓟运河-天津经济开发区智能产业区北边界-津
汉复线-津山线-滨玉线东延至蓟运河

18
北大港湿地

自然保护区
1类 北大港水库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全域

19
大港经济开

发区
3类 大港经济开发区

大港经济开发区（含起步区、天津轧一冷轧薄

板公司、安达园）全域

20
大港石化产

业园
3类 大港石化产业园大港石化产业园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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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滨海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1类
开发区科技大学

片区

黄海路-第十三大街-清兰园东南边界-清梅园南边界-滨海防震

减灾中心西边界-第十三大街-开发区西边界-京津高速联络线-
黄海路

2 1类
开发区东区南片 1

类区

翔实路-第三大街-洞庭路-泰达大街-翔实路；东海路-新港四号

路-建材路-第二大街-南海路-广达街-新城西路-泰达大街-东海

路

3
1类

中心商务区科技

馆片
中央大道-上海道-洞庭路-旭升路-新港四号路-中央大道

2类
开发区东区 2类

区

东海路-泰达大街-新城西路-广达街-南海路-第二大街-洞庭路-
第三大街-翔实路-泰达大街-南海路-第五大街-东海路

4 2类
中心商务区核心

区

北至上海道，西、南至新村街和大沽街边界，东至塘沽街和

新港街边界

5 2类 滨海中关村 永定新河-京津高速联络线-塘汉快速路-永定新河

6 3类
开发区东区 3类

区

东海路-第五大街-南海路-泰达大街-广延道-京山线（开发区西

边界）-第十三大街-滨海防震减灾中心西边界-清梅园南边界-
清兰园东南边界-第十三大街-黄海路-京津高速联络线-东海路

7 3类 开发区西区 开发区西区全域

8 3类
智能产业区（慧谷

+现代产业）
汉蔡路-滨海绕城高速-塘汉快速路-大丰路-汉蔡路

9 3类 开发区中区 中央大道-轻十路-海景大道-轻纺大道-中央大道

10 3类 南港工业区 西至海滨街边界、南至古林街边界，东、北至海岸线

11 3类
一汽大众生产基

地

规划主干路九-大众南路-主干路十-津宁高速辅路-规划主干路

九

12 3类 逸仙园工业区 逸仙园工业区全域

13 3类 微电子工业区 微电子工业区全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 34 -

1-16 滨海新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2类 海洋科技园 2类区 新河干渠-京津塘高速-津秦客运专线-北大街-新河干渠

2 2类
华苑科技园环内2类

区
菊苑路-迎水道-外环线-复康路-菊苑路

3 2类
华苑科技园环外2类

区

海泰南北大街-华庄村界-创新大街-海泰大道-华科大街-内环

二路-天津市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边界-海泰南北大

街

4 2类 渤龙湖科技园2类区
滨海湖路-创新大道-高新五路-惠才道-惠新路-惠仁道-高新五

路-康泰大道-高新六路-海油大道-滨海湖路

5 3类 海洋科技园 3类区
京山线-泰达大街-塘汉路-北大街-津秦客运专线-京津塘高速-
长深高速-北杨线-北环线-京山线

6 3类
华苑科技园环外3类

区
华苑科技园环外 2类区以外区域

7 3类 渤龙湖科技园3类区渤龙湖科技园 2类区以外区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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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区）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2类 空港北片 2类区

东金路-北杨线-经四路-纬五道-宁静高速-北杨线-东七道-中
环东路-东八道-西八道-中环西路-西六道-兴航路-西三道-中
环西路-京津塘高速-津汉公路-东金路（不含裕岭嘉园和天津

国际温泉高尔夫俱乐部）

2 2类 空港南片 2类区 东金路-津北线-津滨高速-环东干道七-京津塘高速-东金路

3 2类 海港金融商贸区

北港路-京门大道-保税区东、南边界-海滨大道-航运一道-津港

路-航运二道-航运东路-航运一道-海景大厦西侧-航运二道-北
港路；

新港大道-海滨八路-天保大道-海滨九路-新港大道

4 2类 临港行政商务区
渤海十八路-津晋高速东延长线-海滨大道-珠江道-渤海十八

路

5 3类 海港工业仓储区 天津港保税区（北疆港区）2类区以外区域

6 3类 空港北片 3类区 京津塘高速以北 2类区以外区域

7 3类 空港南片 3类区 京津塘高速以南 2类区以外区域

8 3类 空港航空物流区 空港航空物流区（外环线东侧）全域

9 3类 临港工业仓储区 临港经济区 2类区以外区域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全域”、“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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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2类 东疆港 2类区
海岸线-阅海广场-纪念公园西边界-观海道-亚洲路-美洲路-北京

道-亚洲路-新港八号路-海岸线

2 3类 东疆港 3类区 东疆保税港区 2类、4a 类以外区域

3 4a类
东疆港码头作业

区

观海道-纪念公园西边界-海岸线-亚洲路-观海道；

北京道-观海道-通海路-海岸线-汇盛码头西边界-海铁大道-码头

作业区东边界-北京道

说明：1.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2.“以外区域”不包括本区划中已明确声功能区类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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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结果

序号 功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范围描述

1 1类 起步区
中央大道-永定新河-中新大道-中生大道-蓟运河-惠风溪-中央大

道

2 1类 中心渔港东区 游艇港路-鲤鱼门路-海滨大道-游艇港路

3 1类 贝壳堤湿地公园海滨大道-美林道-中央大道-贝壳堤湿地公园北边界-海滨大道

4 1类 生态岛片区 东、南、北至蓟运河，西至方特欢乐世界

5 1类 临海新城 1类区
临海新城 2类区以外区域（东至庄盛路、弘通路，北至海文道

北约 200米）

6 2类
方特-亿利游乐

园
方特欢乐世界及亿利游乐园区域

7 2类 动漫园 中生大道-中新大道-中津大道-动漫南路-动漫北路-中生大道

8 2类 合作区东部片区
中滨大道-航海道-中央大道-惠风溪-蓟运河-盛三街南延长线-中
滨大道

9 2类 合作区西部片区盛三街-蓟运河

10 2类 滨旅 2类区
海岸线-海滨大道-贝壳堤湿地公园北边界-中央大道-玉砂道-海
岸线

11 2类 中心渔港北部
渔港北环路-游艇港路东约 1.5 公里-海滨大道-鲤鱼门路-渔港北

环路

12 2类 临海新城 2类区
美林道-海滨大道-海博道-景盛路-新昌道-弘通路-海旭道-永盛

路-海岸线-中央大道-美林道

13 3类 滨旅 3类区
鲤鱼门路-海滨大道-玉砂道-中央大道-航海道-盛三街-蓟运河-
滨海绕城高速-渔港北环路-鲤鱼门路

14 4a类
中心渔港码头作

业区
鲤鱼门路-海岸线-海滨大道-鲤鱼门路

说明：表中不包括交通干线和场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对应的 4类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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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天津市高速公路明细表

高速公路名称

秦滨高速 京秦高速 津石高速 京哈高速 荣乌高速 京沪高速 长深高速 滨保高速

津蓟高速 津宁高速 塘承高速 津滨高速 京津高速 津晋高速 津港高速 唐廊高速

宁静高速 津沧高速 津雄高速

京津塘高速 荣乌联络线 京沪密涿联络线 津汉联络线

京台联络线 滨海新区绕城高速 京津联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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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3-1 和平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卫津路 福安大街 荣业大街 赤峰道 营口道 曲阜道 新华路 南京路

成都道 西康路 气象台路 新兴路 禄安大街 大沽北路 平安大街 清河大街

荣安大街 南市大街 慎益大街 升安大街 庆善大街 多伦道 万全道 鞍山道

哈密道 锦州道 唐山道 保定道 泰安道 张自忠路 解放北路 吉林路

南马路 和平路 重庆道 常德道 大理道 睦南道 马场道 兴安路

建设路 山西路 甘肃路 西宁道 潼关道 西安道 兰州道 宝鸡东道

拉萨道 电台道 汉阳道 宜昌道 沙市道 柳州路 武昌路 桂林路

贵州路 贵阳路 云南路 昆明路 河北路

吴家窑二号路 南门外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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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河东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津滨大道 红星路 卫国道 昆仑路 海河东路 六纬路 光华路 津塘路

十经路 十一经路 东兴路 富民路 新开路 成林道 华昌道 华龙道

昆仑北路 七纬路 八纬路 六经路 八经路 九经路 十二经路 十四经路

井冈山路 八纬北路 变电所路 万东路 龙潭路 广宁路 友爱东道 团结道

和睦道 互助道 劳动道 大桥道 南横街 晨光道 泰昌路 香山道

建新路 双东路 晨阳道 盘山道 嵩山道 福东路 建东道 虎丘路

泰兴南路 顺达路 华捷道 十五经路 福天道 兰峰道 广瑞西路 华越道

琳科西路 琳科东路 江都路 常州道 华兴道 新姿路 凤凰路 千山道

鲁山道 凤山道 凤亭路 新兆路 友爱道 新广路 天山路 崂山道

靖江路 十三经路 新阔路

大直沽中路 大直沽十号路 中山门一号路 中山门二号路

中山门四号路 复兴庄大街 直沽街 王串场一号路



- 41 -

附件 3-3 河西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黑牛城道 大沽南路 解放南路 气象台路 贵州路 平山道 紫金山路 环湖中路

宾水道 马场道 友谊南路 珠江道 友谊路 围堤道 友谊北路 广东路

南京路 新围堤道 洞庭路 微山路 郁江道 卫津南路 平泉道 宁江道

富有道 环湖北道 环湖中道 环湖西路 环湖南道 沿河路 体北道 环湖东路

叠彩道 宾馆西路 宾馆南道 西园道 谊诚道 柳江路 宾馆路 宾友道

文静路 韩江道 增江道 九华山路 左江道 九连山路 绥江道 白云山路

五号堤路 梅江道 右江道 贺江道 大任庄路 谭江道 郁江南道 隆昌南路

文玥路 浏阳道 友华路 益阳道 平江道 纯正路 乐园道 前进道

增进道 黄埔南路 荔湾路 越秀路 黄埔北路 利民道 津港路 湛江路

永安道 绍兴道 越秀北路 汕头路 广顺道 津河南道 津河北道 九龙路

白云路 永川路 合肥道 徽州道 苏州道 浦口道 九江路 南昌路

江西路 厦门路 芜湖道 镇江路 蚌埠道 江苏路 杭州道 琼州道

奉化道 西楼后街 温州道 宁波道 金华道 福建路 闽侯路 台北路

恒华路 台湾路 台儿庄路 爱国道 隆昌路 滦水道 资水道 泰山路

黄山路 尖山路 沅江道 金星路 澧水道 太湖路 洪泽路 湘江道

小围堤道 古海道 南北大街 湘阳大街 洪泽东路 怒江道 北江道 东江道

雅致道 长湖路 玛钢路 岩峰路 清湾路 水产路 下河圈路 陵水道

双水道 三水道 泗水道 浯水道 竹林路 梅林路 枫林路 榆林路

蒙山路 茂名道 榕江道 学苑路 学苑北路 曲江道 新会道 海地道

龙海路 瑞江道 春意路 艺林路 谦福道 宽福道 天水道 田林路

衡水道 柳林路 沂山路 南兴道 渌水道 浯南道 平山北道 内江道

平江南道 海河西路 延水道 都江道 耳环路 冷冻厂路 寺东路 重华大街

双林道 桔林路 泽山路

吴家窑大街 气象台南路 台儿庄支路 纪庄子北道

纪庄子前街 桃园村大街 五二新村路 日报大厦路

台儿庄南路 九连山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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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南开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快速路 鞍山西道 北马路 宾水西道 长江道 城厢东路 城厢中路 东马路

复康路 红旗路 红旗南路 华苑路 黄河道 芥园西道 南京路 南马路

水阁大街 天塔道 通北路 卫津路 卫津南路 西马路 张自忠路 华锦路

白堤路 咸阳路 迎水道 育梁道 凌宾路 士英路 青年路 临潼路

向阳路 红日南路 泾水道 南泥湾路 延安路 宜宾道 城厢西路 冶金路

汾水道 航天道 渭水道 盈江路 苏堤南路 堤北道 南城街 晋宁道

北城街 庆丰路 宜宾西道 霞光道 云际道 保山道 长实道 欣苑路

苍穹道 嘉陵道 广开中街 凌庄子道 苑东路 园荫道 迎风道 苑中路

林苑道 艳阳路 苏堤路 玉泉路 雅安道 怀安环路 灵隐道 三潭路

文澜路 中南道

广开二马路 西营门外大街 南运河南道 万德庄大街

万德庄南北街 西湖村大街 东门内大街 南开五马路

南开二纬路 南开三马路 南门外大街 水上公园北道

水上公园东路 水上公园西路 南开二马路 密云一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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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河北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铁东路 志成路 中环线 内环线 天泰路 南口路 榆关道 五马路

中山路 黄纬路 律纬路 金纬路 昆纬路 胜利路 五经路 进步道

中山北路 真理道 育红路 群芳路 建昌道 满江道 天翔路 雁门路

全顺路 春光街 偏关北路 宜廉路 宜洁路 宜正路 宜爽道 宜美道

聚贤道 圣贤道 爱贤道 华光路 曙光路 龙关道 古北道 喜峰道

富运道 泽润道 乐秀道 富堤路 杨桥大街 津浦北路 津浦南路 八马路

七马路 慈航道 三马路 天纬路 元纬路 日纬路 月纬路 辰纬路

吕纬路 调纬路 东二经路 东四经路 东六经路 金田道 海河东路 翔纬路

金霞路 碧海路 冈纬路 新建路 新大路 源泉路 林边路 平安街

民族路 三经路 建国道 博爱道 中纺前街 体园路 养鱼池路 泗阳路

红星北路 缤纷路 思源路 淮安道 青竹道 长青道 红梅道 杜鹃道

月牙河道 涪江道 开江道 钱江道 沧江道 上江路 大江北路 大江路

乌江路 金沙江路 海门路 靖江路 江都路 重光路 增光道 正义道

小革新道 革新道 增产道 富强道 银山道

万柳村大街 狮子林大街 金钟河大街 王串场一号路

李公祠大街 王串场六号路 王串场五号路 王串场四号路

王串场三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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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红桥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河北大街 快速路 西青道 咸阳路 大胡同 大丰路 光荣道 红旗路

红旗北路 勤俭道 芥园道 新红路 复兴路 咸阳北路 洪湖东路 青年路

前园道 洪湖南路 临水道 新开大街 礼貌大街 洪湖北路 增产大街 江源东道

平津道 纪念馆路 中嘉路 海源道 小伙巷 北辛道 向东道 向东南路

海源南道 日月路 本溪路 江源道 北开大街 涟源路 江源西道 增吉路

西站前街 大明道 河北大街

北门外大街 红桥北大街 丁字沽零号路 丁字沽三号路

三条石大街 北营门西马路 复兴路高架桥下辅道 金钟桥大街

子牙河南路 南运河南路 南运河北路 丁字沽一号路

丁字沽二号路 邵公庄大街 白酒厂大道 煤建东大道

红塔寺大道 小辛庄大街 唐家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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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东丽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海河东路 津塘公路 东丽大道 东丽湖路 京滨线 津芦线 津汉线 东沽线

机场大道 迎乐路 瀚景路 北杨线 飞新线 机场线 津塘二线 金钟线

跃进路 赤海路 东金路 中心庄路 津滨大道 雪莲南路 雪莲路 成林道

天山南路 昆仑路 登州路 环宇道 娄山道 万山道 千山道 迭山路

崂山道 雪山路 栖霞道 詹安路 先锋路 福山路 荣成路 茅山道

双东路 利津路 招远路 先锋东路 津塘路 驯海路 合兴路 东平路

登州南路 富安路 海星道 丰安路 晨宏道 霞宏道 霁宏道 龙庭路

电大路 兴农道 富锦路 富贵路 景怡道 兴业道 钢花路 辉煌路

无瑕道 为民路 逢春路 兴盛路 南环路 三号路 银河大道 东环路

金航道 赛瑞路 育才中路 永新路 金钟河道 金运道 鹂鹊路 雁鸥路

景荟路 汇智环路 湖滨路 紫薇道 秀竹路 芳樱路 雅兰道 美娟道

鹏展道 景福路 景涟路 丽湖环路 映景道 智景东道 光达路 星灿道

天贤路 安中道 天仁路 院南路 弘顺道 映春路 文会路 辅仁路

永和路 华明大道 弘贯道 弘程道 弘义道 弘仁道 外环线 岷江路

振东路 徐庄路 闽中路 秀屿道 捷旭道 思源东路 金丽道 信德道

仁瑞路 仁和路 昆仑北路 仁德路 仁政路 仁智路 祁连路 仁信路

仁宜路 信泰道 信友道 信义道 慧捷路 一经路 二经路 四经路

五经路 六经路 七经路 一纬路 三纬路 民族路 津北路 汉港公路

弘程东道 华七道 弘贯东道 弘顺东道 华一路 华二路 华三路 华五路

华九道 华六路 园中桥 华八道 华四路 民生路 金谷大街 杨台大街

丹霞路 塘洼道 苗街 新村大街 五纬路 丽新路 丽北路 信通路

城源路 小赵路 务本路 东营路 东升路 繁荣路 长盛路 景文道

贵达路 吉富路 万明路 凯达道 圣发道 金桥路 亿达路 四纬路

三经路 二纬路 方山道

机场路二线 东丽湖联络线 华七道连接线 津昆桥辅路

赵沽里大街 外环线内侧辅道 军粮城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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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8 西青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津神线 津静复线 津淄线 外环线 新津杨线 团泊快速 赛达大道 京岚线

津静线 津同线 辛老路 京福支线 津涞道 津文线 营建路 武静线

青宝路 静水道 芦北路 青沙路 当杨路 芥园西道 复康路 友谊南路

昌凌南路 中兴道 柳霞路 瑶环路 泽杨道 梨双路 欣杨道 卫津南路

卉锦道 浴杨道 枣林大道 万卉路 西青道 阜锦道 学府东路 凯安道

紫光路 新科道 泽湖路 高泰路 工一号路 天华路 柳口路 嘉和路

工南路 秀川路 青静路 盛源路 新华道 知景道 凤展道 昌凌路

集美道 泰佳道 泽润路 泽恩路 储祥道 盛达道 精成路 昌华道

党校路 香霞南路 崇文道 学府西路 丰华道 才智路 慧明路 睿智路

慧深路 慧学道 纬华道 春光路 聚源道 尊美街 柳欣路 景明道

胜利路 青宁路 文昌道 阜盛道 兰波路 碧波路 悦波路 郁江西道

梅江西路 左江道 绥江道 锦明道 锦福道 稳祥路 柳叶岛路 学府中路

卉康道 丽江道 延安东路 福姜路 凯苑路 开源路 天宇路 文正路

春明路 江湾路 民和道 惠友道 稳盛道 锦汇道 福运路 泰华路

泰康路 府前街 青远路 柳云路 房甸路 枫雅道 望湖路 安福道

天安路 利丰道 红运路 瑞光路 汇川路 永旺西路 明川路 天和路

星光路 明进道 泽福路 储珍道 天源道 汇鑫路 雅乐道 西环路

一号路 银霞路 汇丰路 溪清苑路 鹏程路 新津道 金霞路 泰宁路

保泽西道 傲杨道 沐杨道 碧欣路 青致路 紫阳道 海光路 楚雄西道

丰泽道 润杨道 兴华道 柳明路 御河道 工西路 兴业路 振新路

赛达二大道 宾水西道延长线 赛达一大道 赛达三大道

友谊路延线 江湾二支路 赛达世纪大道 迎水道延长线

宝通道（淄环路） 药王庙前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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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 津南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二八线 山深线 天津大道 大沽南路 津沽线 津歧线 葛万线 新家园路

汉港线 津神线 津淄线 港中线 白万路 津沽支线 双东路 盛塘路

海河南道 津沽路 东沽路 津南大道 海鑫路 福鑫路 微山南路 海尔大道

秀慧路 景荔道 景蓬道 领世路 景蓉道 景茗道 艺林路 聚兴道

鄱阳南路 双桥河路 福滨路 涵慧路 阳煦道 致达路 致通路 泰和路

丰泽路 建设路 阁榭道 宣惠道 广惠道 博惠道 祥惠道 建营路

仁营路 裕营路 御惠道 右营路 睿科道 辛柴路 谨慧路 雅正路

同砚路 南慧路 雅润路 宁慧璐 淇水道 津陵路 旺港路 赤龙街

祥水路 聚英路 宝源路 集贤路 盛港路 五大街 久隆街 缘海路

领域路 天嘉湖路 文苑路 慧通路 鑫盛路 永胜道 鑫怡路 朝荣道

祥福路 华盛路 华盛寺道 海沽道 营房路 南付营路 科达一路 科达二路

科达三路 科达四路 科达五路 科达六路 科达七路 开拓道 天华路 聚园道

澜慧路 体育场路 红旗路 建国大街 团结路 紫江路 韩城桥路 尚德路

坤元路 界河路 盛展路 金华路 南华路 大件路 端慧路 和慧南路

聚海道 汇川路 景荷道 景莲道 学苑路 禄纬道 葛沽外环 安正道

发港南路 慧科路 睿思道 睿深道 睿泽道 北马路 前营路 正营路

盛塘北路 传盛路 嘉园道 赢业路 致业路 敬慧路 泰嘉路 昭慧路

和慧北路 泰盛路 泰丰路 泰昌路 胜利道 致美路 致信路 致诚道

致远路 泽惠道 普惠道 福惠道 北营路 高营路 德清道 雅观路

雅致东路 雅致西路 雅深路 同心路 同德路 同声路 体育环路 新慧路

文慧北路 文慧南路 平凡道

津沽附线二 八里台东路 开拓一支路 开拓二支路

开拓三支路 开拓四支路 开拓五支路 科达一支路

鑫港四号路 鑫港五号路 丰泽四大道 月牙河西路

津港高速辅路 建设六支路 工业区 1号路 工业园区 4号路

工业园区 8号路 洪泥河东路 洪泥河西路 鑫谷一号路

鑫谷二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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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0 北辰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京滨线 津武线 京岚线 克黄线 外环线 京津线 北辰西道 山深线

京环线 津霸线 津永线 武静线 北杨线 双环路 津榆复线 京福支线

连环道 宜白路 富源南路 九园线 南仓道 志成道 铁东北路 龙门东道

朝阳路 汾河南道 嘉和路 津保辅道 铁西路 高峰南路 辰盛路 兴河路

山河路 辰中路 万河路 永宁道 永进道 双环西路 腾轩道 腾泰道

淮东路 光荣道 双进道 顺风路 佳宁道 龙州道 龙门道 景丽路

辰昌路 高峰路 均富路 北仓道 文庆道 辽河北道 景顺路 景云路

景祥路 景通路 景明路 华丰道 华盛道 华泰道 高新大道 华电道

华信道 华实道 通正路 通达路 通跃路 通盛路 通锦路 滨湖路

永乐道 永丰道 永康道 永信道 永兴道 永合道 富荣路 富华路

富源北路 腾汇道 富盈路 腾跃道 腾远道 腾旺道 宜美道 顺畅路

腾达道 辰达北路 瑞景西道 柳滩道 延吉道 均胜路 姚江东路 辽河南道

淮河南道 汾河北道 汾河道 辰达路 环瑞路 环景路 辰柳路 泰来道

顺义道 洛河西道 潞江东路 沁河北道 沁河中道 双辰中路 双辰北路 双川道

双原道 汀江西路 汀江路 洛河道 泾河道 香河道 辰永路 顺源路

龙飞道 辰通路 延吉西道 天重道 平津道 龙泉道 果园北道 果园南道

果园东路 佳庆道 辰旺路 龙岩道 龙居道 辰兴路 辰运路 富锦道

柳东道 淮河道 沁河道 潞江路 姚江路 辽河道 宜兴路 双新大道

顺境路 龙顺道 龙顺南道

京津快速路 陆港二经路 陆港二纬路 陆港五纬路

陆港四纬路 普济河东道 陆港一经路 陆港三经路

陆港六经路 万科花园东路 陆港三纬路 陆港六纬路

万科花园路 陆港一纬路 温家房子路 引河里北道

陆港七纬路 陆港八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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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1 武清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津武线 京滨线 京环线 京津线 京岚线 南东线 武宁线 北杨线

崔廊线 梅丰线 王城路 武清环线 高王线 梅石路 武静线 大东线

杨王路 杨崔路 宝武线 北宝路 崔霍路 崔杨支线 大东支路 河大路

津永线 克黄线 来鱼路 旗良路 青上路 通王路 武落路 泉阳路

杨六路 武香线 泉尚路 北财源道 翠亨路 翠通路 福源道 高新道

广贤路 广源道 浩源道 建国路 开源道 禄源道 南财源道 泉京路

前进道 泉达路 泉旺路 天和道 旺源道 泉泽路 新安路 新开路

泉里路 雍和道 雍顺道 雍阳东道 雍阳西道 光明道 高新路 和畅路

鸿泰路 环湖路 汇丰路 机场道 嘉河道 嘉静道 嘉宁道 建设路

来源道 禄财道 宁平路 农于路 藕甸路 强国道 清泉路 清潭路

清溪路 清源路 泉畅北路 泉畅路 泉发路 泉丰路 泉和路 泉华路

泉锦路 滨河路 翠泉路 翠源路 大桥道 二号道 发达路 丰和路

富民道 泉兴路 泉秀路 泉州路 三号道 盛世道 体育场路 团结路

泉雅道 五间房道 新光路 新兴路 新源道 兴旺路 雅苑道 英华道

泉雍路 泉奉路 雍华道 于庄路 育才路 育智路 源泉路 运河西路

泉百路 振华东道 振华西道 知行道 泉水道

翠亨路辅路 武宁路城区段 建设南路延长线 前进道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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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2 宝坻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宝坻环线 京环线 克黄线 唐通线 宝白线 潮阳大道 宝通路 钰华街

侯玉路 宝芦公路 平宝公路 九园公路 林大公路 潮阳东路 潘青公路 政远路

梅丰公路 唐廊线 云山街 雍兰路 府前街 新钟路 渠阳路 渔阳路

双站路 南环西路 望月路 新仓路 万鑫南路 建设路 北环路 北环东路

东环路 东环北路 南三路 南环路 南环东路 南关大街 开元路 东城南路

政信街 光华路 龙熙中路 景苑街 东城路 东城北路 蓟宝路 北城东路

林海路 林黑路 政融街 广阳路 嘉禾街 安成街 步行街 北街

北关街 西城路 北城路 南街 苏北路 开泰路 迎熏街 广川街

吴苏路 剧院东路 大吴路 新苑街 苑北路 政通路 幸福路 车站路

朝霞路 景苑路 银练路 雍澜路 望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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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3 宁河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京环线 山深线 津芦线 滨玉线 滨蓟线 梅丰线 海清线 津榆复线

津汉线 宝芦线 光明路 商业道 金翠路 震新路 新华道 三八河路

沿河路 光华路 金华道 朝阳路 大杨道 绿荫西路 小崔路 团结道

文化路 滨水西路 永进道 新生道 建设路 幸福路 新光路 宏伟路

晓光路 永盛道 小赵道 绿屏西路 滨翠西路 白台道 华翠路 东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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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4 静海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京岚线 山深线 静海环线 津海线 朝阳道 津神线 团王线 团唐线

津文线 团大线 蔡中路 团静路 徐良路 团泊快速 津静线 新津涞线

静青线 静霸线 崔唐路 梁台路 津王路 毕杨路 静台路 静陈路

泰安路 静双路 崔杨路 静霸南线 胜利大街 东方红路 联盟大街 曙光道

工农大街 高速西路 旭华道 北纬二路 文化路 南纬一路 南纬二路 南纬三路

南纬四路 建设路 地纬路 东升道 东平道 东安道 瑞和道 宇纬路

北盛路 春曦道 复兴大街 宙纬路 东兴道 崔杨路

团泊大道联络线 津汕高速团泊联络线 静霸联络线东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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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5 蓟州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蓟州环线 燕山西路 盘山大道 盘山南路 喜邦改线 京抚线 克黄线 侯玉线

喜邦线 平宝线 玉杨线 遵玉线 通武线 花园路 渔阳北路 渔阳南路

中昌北路 武定西街 迎宾大街 文昌街 兴华大街 光明南路 光明北路 长城大道

庆丰路 康宏路 煤站路 康平路 四正街 火车站路 东风路 凤凰山路

黄花山路 二六九路

高速联络线 燕山西大街东延长线 燕山东大街东延长线 人民西大街

人民东大街 无终园大街 五十八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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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6 滨海新区道路交通干线明细表

道路名称

滨唐线 大丰路 丹东线 东海路 港塘公路 汉北路 汉蔡路 津港线

津沽公路 京滨线 山深线 塘港线 塘汉线 新北路 港城大道 北杨线

津沽一线 津塘公路 轻纺大道 紫东街 津北线 津汉线 滨玉线 大连东道

天津大道 汉蔡线 港西大道 海清路 港中线 葛万线 汉港线 福州道

津歧线 津神线 津淄线 钱顺线 塘黄路 团王线 津汉复线 杭州道

中央大道 海滨大道 泰达大街 北港路 车站北路 创业路 大连道 六经路

东风路 东环路 东江路 东围堤道 东盐路 丰收道 福建西路 新华路

港东三道 港南路 光明大道 广州道 海景大道 海景二路 海景七路 育梁街

河北路 河南路 花园北路 机厂街 嘉园路 健安道 开发道 航海道

上海道 世纪大道 四经路 四纬路 太平东街 太平街 团结路 中津大道

文化街 五经路 西环路 欣园南道 新村路 新港路 新胡路 北海路

新开北路 新开路 新开南路 新开中路 幸福路 学府路 迎宾街 亨远路

闸北路 中心北路 中心路 欣园道 彩嘉路 海博道 海旭道 南堤路

景盛路 顺安路 泰九路 玉砂道 中滨大道 中成大道 中海大道 轻六街

中生大道 中泰大道 中天大道 中新大道 爱迪生道 北穿港路 北大街 夏青路

北塘大街 创新路 第九大街 第七大街 第五大街 洞庭北路 洞庭路 高新六路

春华路 第二大街 纺一路 港北路 港虹路 港西路 海港路 庐山道

纺六路 纺四路 黄海北路 黄海路 汇通道 津北路 南大街 宁夏道

红旗路 华山路 南港四街 南海路 栖霞东街 栖霞街 轻九街 东七道

南港九街 南港六街 庆盛道 泉州道 塘汉二线 坨场南道 微七路 纬八路

轻三街 庆龄大路 长虹街 中山大路 中心庄路 富港路 华昌街 西十一道

永太路 闸南路 宝山道 渤龙大道 创新大道 高新二路 高新九路 纬三路

南港二街 迎宾大道 海泰北道 海泰大道 海泰南道 海油大道 康泰大道 创业三路

高新三路 高新五路 神舟大道 美洲路 亚洲路 欧洲路 澳洲路 发展道

梅苑路 厦门路 北京道 澳洲北路 渤海十路 东九道 东六道 府南街

海铁大道 四川道 环河东路 环河南路 环河西路 黄河道 经三路 港东四道

东十一道 东四道 西九道 西六道 西七道 西十四道 西十五道 港兴街

纬十路 纬五路 中环东路 中环南路 中环西路 中心大道 珠江道 海景三路

西四道 长江道 鞍山路 滨河路 朝霞路 朝阳东街 朝阳街 和平路

安茶路 安顺道 东滨街 东大街 东风南路 二经路 二纬路 嘉顺路

丹阳路 东半园路 福建北路 福建路 福顺街 抚顺道 府北街 金光路

防震路 丰盛道 港东八道 港东二道 港东九道 港东六道 港东七道 名盛道

甘肃路 港滨路 港航路 港佳道 港盛道 港实街 港兴道 庆福路

港东五道 港东一道 桂林路 国家庄街 海景八路 海景九路 海景六路 万象路

港医路 贵州路 海景五路 海景一路 海宇道 汉茶路 航一路 霞光路

海景十路 海景四路 华庭路 化工街 吉林路 嘉丰路 嘉辉路 欣津道

红霞路 胡北路 建设路 建设西路 江苏路 江西路 解放路 旭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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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称

嘉耀路 建材路 京山道 凯威路 凯旋街 康盛道 抗震路 迎新街

津塘道 锦州道 南环路 宁波道 牌坊街 庆安路 庆丰路 云祥道

名远道 明星路 三纬路 山东路 韶山道 沈阳道 胜利街 安正路

人民街 三经路 顺丰道 顺化道 苏州路 腾飞道 团结西路 航泊道

石化路 水上路 望发街 五纬路 西半园路 希望路 喜荣街 和风路

万欣街 望达街 向阳东街 向阳南街 向阳西街 欣达道 欣发道 华二路

香水湾路 向阳北街 新河路 兴茶路 兴华路 秀茶路 徐州道 顺吉路

欣荣道 新村街 学苑路 烟台道 扬州道 一经路 医院路 渔泽路

学海路 学校大街 永明路 友谊街 育才路 育贤街 育秀街 彩云东街

营口道 永久街 振兴路 制万路 安明路 安平路 安悦路 翠筠道

赵新路 浙江路 彩环路 川博道 海晨道 海文道 海轩道 第十大街

彩辰路 彩华路 航庭道 航秀道 航苑道 航泽道 和畅路 纺五路

航帆道 航美道 和顺路 和旭路 和意路 和韵路 弘通路 河南东路

和惠路 和睦路 美林道 荣盛路 盛二街 盛三街 盛一街 汇礼街

华三路 华一路 泰七路 新一街 遗鸥大道 永盛路 渔航路 江泰路

顺平路 泰八路 庄盛路 安阳道 碧波东街 滨河南路 渤海路 青海湖路

玉林道 云溪道 厂东四路 厂东一路 厂中街 创业二路 创业一路 杉桦道

彩云街 厂东三路 翠溪道 德盛道 第八大街 第六大街 第三大街 泰山路

翠柳道 翠鸣道 东台路 纺八路 纺二路 纺七路 纺三路 新城西路

第四大街 第一大街 海滨二道 海滨三道 海滨四道 海滨一道 海通街 裕和街

港和路 光华街 亨运路 衡山路 黄山路 汇河街 汇津街 创新六路

亨达路 亨通路 汇仪街 汇泽街 集慧道 集英道 集智道 高荣道

汇明街 汇润街 金海道 金河道 金隆道 金蕴道 睦宁路 海泰东路

金滨道 金昌道 轻五街 轻一街 融和路 融义路 融忠南路 华科四路

轻二街 轻四街 太湖路 泰丰路 泰华路 泰嘉路 泰民路 惠仁道

顺河路 嵩山路 万顺道 微三路 微五路 新城东路 新安路 瑞新路

泰祥路 天池路 新业九街 燕山路 迎德路 迎福路 迎贤路 非洲路

新兴路 新业二街 中南五街 忠仁道 忠善道 忠信道 辰光路 观澜路

中北二街 中南二街 创新五路 风光大道 福新路 高成道 高福道 东二道

创新三路 创新四路 高新一路 高研道 工华道 桂苑路 海川路 海滨七路

高泰道 高新七路 华科二路 华科九路 华科七路 华科三路 华科十路 航空路

海泰西路 河北西路 华天道 惠才道 惠诚道 惠达道 惠康道 通澜路

华科五路 华科一路 兰苑路 粮油路 明新路 齐新路 榕苑路 西十道

惠贤道 开华道 星光路 月新道 云山道 竹苑路 梓苑路 通年路

万荣大道 物华道 重庆道 陕西道 银川道 海铁二路 海铁三路 湘江道

山西道 内蒙道 通海北路 青海路 伊犁路 保税路 东八道 西八道

观海道 延安道 东十四道 东五道 海滨八路 海滨二路 海滨六路 西二道

东三道 东十道 海滨四路 海滨一路 海河道 汉江道 航海路 西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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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名称

海滨三路 海滨十路 航宇路 环河北路 经五路 辽河道 清河道 航双路

航天路 纬二路 纬四路 纬一路 芳菲路 日新道 太沙路 滨海大道

春光路

王家园子街 第十二大街 集华道(原坨场道) 第十一大街

万年桥北路 海泰东西大街 海泰发展二道 海泰发展二路

海泰发展六道 海泰发展三道 海泰发展四道 海泰发展五道

海泰发展一道 海泰发展一路 海滨十三路 海滨十一路

津歧公路辅道 津沽附线二 塘汉快速路 渤海石油路

环东干道二 汉港快速路 新港二号路 新港三号路

京塘北环线 海泰南北大街 翠微道/福源道 第十三大街

新港一号路 津晋高速公路东延线 西中环延长线一期 新港四号路

新金融大道 新港九号路 新港八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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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天津市铁路干线及铁路场站明细表

铁路干线名称 铁路场站名称

京津城际 京沪高铁 津秦高铁 津保铁路 天津站 天津北站 天津西站 天津南站

津山线 京沪线 津霸联线 津蓟线 滨海站 滨海北站 滨海西站 武清站

北环线 大北环线 西南环线 南曹线 塘沽站 塘沽南站 新港站 军粮城站

大秦线 京哈线 蓟港线 张贵庄站 北仓站 南仓站 汉沟镇站

京津城际延伸线 独流联络线 曹子里站 崔黄口站 大口屯站 宝坻站

西南环进港线 天津南港铁路 上仓站 下仓站 蓟州北站 王秦庄站

万万联络线 曹庄站 杨柳青站 周李庄站 北塘站

北塘西站 双口站 汊沽港站 青凝侯站

官港车站 万码南站 东大沽站 南港站

大毕庄站 西营门站 邓善沽站

军粮城北站 万家码头站

新北大港站 分区一场站

天津动车客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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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天津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及轨道交通场站明细表

轨道交通地面段名称 轨道交通场站名称

地铁 1号线（含 1号
线东延）

地铁 2号线（含机场线） 地铁 1号线刘园停车

场

地铁 1号线双林车辆

段

地铁 3号线（含至南

站段）

地铁 5号线 地铁 1号线双桥河车

辆段

地铁 2号线曹庄停车

场

地铁 6号线 地铁 9号线 地铁 2号线李明庄车

辆段

地铁 3号线华苑车辆

段

地铁 7号线一期 地铁 10号线一期 地铁 3号线小淀停车

场

地铁 4号线民航大学

车辆段

地铁 11 号线一期 滨铁 2号线（新区 Z4
线）

地铁 4号线小街停车

场

地铁 5号线双街停车

场

地铁 5号线梨园头车

辆段

地铁 6号线大毕庄车

辆段

地铁 6号线南马集停

车场

地铁 7号线大寺车辆

段

地铁 8号线海河教育

园车辆段

地铁 9号线新立停车

场

地铁 9号线胡家园车

辆段

地铁 10号线梨园头车

辆段

地铁 11号线七经路车

辆段



- 59 -

附件 6 天津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