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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江新城起步区道路命名的公示

依照《武汉市地名管理办法》（2011 年第 222 号）及武汉长江新城管理委员会来函，要求对长江新城起步区道路命名规划进行审核及公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程序

向社会公示，广泛收集民众意见。公示时间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示意见请发至联系邮箱：LMGH@WPDI.CN

一、命名范围、年限、级别

命名范围：长江新城起步区

命名年限：远期至 2035 年

命名道路级别：城市各级道路

二、命名道路地理位置及名由：

1.新命名道路表

序号 拟命名 拼音 道路等级 起点名称 止点名称 走向 长度（米） 宽度（米） 命名依据

1 天兴大街 tiān xīng dà jiē 快速路 四环线 左岸大道 垂江 4701.9 50
该路远期穿过天兴洲，体现道路区位；另以天兴命名，寓意此路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也表达长江新城这座新兴之城必将日益兴旺的美好祝福，故名。

2 美丽大街 měi lì dà jiē 主干路 天阳大道 左岸大道 垂江 3643.4 4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以“美丽”命名，结合此条线路附近项家汊湖等水系，

寓意长江新城“生态绿城”的理念，故名。

3 新时代大道xīn shí dài dà dào 主干路 府河大道 胜海大街 顺江 9402.2 40-60 此路穿越谌家矶核心商务区，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城市景观道路，为彰显新区时代风貌，寄寓对长江新城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故名。

4 游湖三路 yóu hú sān lù 主干路 和谐大道 堤边街 顺江 2840.3 30 为保留京汉首站谌家矶车站位于游湖三村这一历史记忆，故名。

5 和谐大道 hé xié dà dào 主干路 堤边街 府河大道 顺江 6542 40-106 由于现状和谐大道向东延伸到长江新城范围内，依据同路同名延伸原则，故名。

6 府河大道 fǔ hé dà dào 主干路 堤边街
谌家矶大

道
顺江 7718.8 40 此道路呈顺府河走向，体现道路区位，指向性强，故名。

7 富强大街 fù qiáng dà jiē 主干路 四环线 雅江路 垂江 5594.5 40-60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以“富强”命名，表达对长江新城未来富足强盛的美好祝愿，故名。

8 光耀大街 guāng yào dà jiē 主干路 四环线 顺江路 垂江 9134.6 40-50
路线穿过长江新城滠水沿岸区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城市景观主干道，“光耀”二字也寓意长江新城这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必将绽放耀眼的光彩，故名。

9 高车畈路 gāo chē fàn lù 次干路 光耀大街 凤集路 顺江 2004.2 4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对附近原高车畈路路名进行位移，现为原高车畈村所在处，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0 陪嫁湖街 péi jià hú jiē 支路 岷水路 惟信路 垂江 199.3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原陪嫁湖附近，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1 坦子湖街 tǎn zi hú jiē 支路 高车畈路 卓远大道 垂江 882 15-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原坦子湖附近，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2 学道湾街 xué dào wān jiē 支路 文运路 卓远大道 垂江 2300.9 1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学道湾村自然村湾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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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旗杆湾路 qí gān wān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凤集路 顺江 2186.9 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旗杆湾村自然村湾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4 芦湾路 lú wān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塘湾街 顺江 1910.8 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芦湾村自然村湾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5 塘湾街 táng wān jiē 支路 文运路 高车畈路 垂江 830.8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塘湾村自然村湾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6 龙骧街 lónɡ xiānɡ jiē 支路 红联路 南环路 垂江 2100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武湖地区有龙骧水口，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7 青龙街 qīnɡ lónɡ jiē 支路 新立路 武湖路 垂江 562.3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对附近原青龙路路名进行位移，现为原青龙自然村所在地附近，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8 肖湾街 xiāo wān jiē 支路 新立路 武湖路 垂江 499.6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肖湾自然村所在地附近，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19 下畈街 xià fàn jiē 支路 琼林路 友城大道 垂江 990.2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对附近原下畈路路名进行位移，现为原下畈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0 新立路 xīn lì lù 支路 著帛街 武园街 顺江 1313.9 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新立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1 毛店街 máo diàn jiē 支路 卓远大道 岷水路 垂江 354.3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毛店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2 大木街 dà mù jiē 支路 红河路 汉施大道 垂江 439.1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大木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3 向华路 xiànɡ huá lù 支路 泽润街 胜海大街 顺江 512.2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向华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4 长漖路 cháng jiào lù 支路 庙咀街 天兴大街 顺江 1351.4 1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长漖村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5 红联路 hónɡ lián lù 支路 美丽大街 天兴大街 顺江 709.2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位于红联队区划内，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6 游湖一路 yóu hú yī lù 次干路 堤边街 桂江路 顺江 3096.4 25-3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游湖一村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7 游湖二路 yóu hú èr lù 支路 丹青街 福苑街 顺江 1727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游湖二村所在地，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8 新浦路 xīn pǔ lù 支路 浦达街 福苑街 顺江 308.2 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为延续原本浦的含义，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29 香浦街 xiāng pǔ jiē 支路 解放大道 游湖三路 垂江 649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取水边香蒲之名，同时为了简化字体，结合此地独特的地理区位，结合浦字命名为香浦，

寓意此地鸟语花香，故名。

30 浦盛街 pǔ shènɡ jiē 支路 桂江路 新阳路 垂江 370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对附近原浦盛路路名进行位移，为延续原本浦的含义，“盛”寓意繁荣昌盛，故名。

31 赵家棋街 zhào jiā qí jiē 支路 松花江路 和谐大道 垂江 559.5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据滠口街来函，为保留历史记忆，要求保留原赵家棋村转化为路名，故名。

32 彩锦街 cǎi jǐn jiē 支路 府河大道 云棉路 垂江 334.2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此地原为棉农村，以彩锦寓意棉花朵朵编织成的美丽画卷，也留存了此地历史上棉业的繁华景象记忆，故

名。

33 小河口路 xiǎo hé kǒu lù 支路 潭烟街 和谐大道 顺江 1775 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原小河口村所在地附近，为保留历史记忆，故名。

34 锦葵路 jǐn kuí lù 支路 新时代大道 府河大道 顺江 1271.6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为棉花别称，由大小南湖村棉花大队历史衍生。为表现双桥村传统自然景观，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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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云棉路 yún mián lù 支路 玉衡路 府河大道 顺江 1667.5 20-2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结合此地棉的历史，寓意此地生产棉花质量优良，故名。

36 耕读街 gēng dú jiē 支路 松花江路 丹青街 垂江 415.6 1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取耕读传家之意，保留此地农耕文化的历史记忆，故名。

37 琴居街 qín jū jiē 支路 松花江路 丰絮路 垂江 669.5 20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出自棉花图，由大小南湖路棉花大队衍生路名，故名。

38 桐花路 tóng huā lù 支路 谌家矶大道 赵家棋街 顺江 185.8 1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为棉花别称，由大小南湖路棉花大队历史衍生，故名。

39 丰絮路 fēng xù lù 支路 谌家矶大道 和谐大道 顺江 1544.1 25-35 结合本区域“本”组团命名，出自棉花图，由大小南湖路棉花大队衍生路名，故名。

40 连舸路 lián ɡě lù 次干路 泽润街 天阳大道 顺江 2200.6 20-3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连舸，意为相连的战船，故名。

41 振武街 zhèn wǔ jiē 次干路 四环线 卓远大道 垂江 3263 20-3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显扬武力，也寓意振兴武湖、振兴武汉之意，故名。

42 胡缨街 hú yīnɡ jiē 支路 望里路 天阳大道 垂江 437.1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出自《侠客行》诗：“赵客缦胡缨， 吴钩霜雪明。”故名。

43 长策路 cháng cè lù 支路 胜海大街 连舸路 顺江 1217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出自《塞上》诗：“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故名。

44 舟辑街 zhōu jí jiē 支路 接舷路 连舸路 垂江 1136.8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舟辑是一种水战战船，故名。

45 望里路 wànɡ lǐ lù 支路 天阳大道 振武街 顺江 1538.5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根据“干戈满地客还家，望里河山镜里花”诗中意境而来，故名。

46 毅安路 yì ān lù 支路 胜海大街 振武街 顺江 500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寓意勇武刚毅安天下，故名。

47 紫台路 zǐ tái lù 支路 美丽大街 天兴大街 顺江 872.5 15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根据“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诗中意境而来，故名。

48 长钧街 cháng jūn jiē 支路 天阳大道 凤集路 垂江 488.7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长钧为水战使用的一种武器，故名。

49 接舷路 jiē xián lù 支路 望里路 振武街 顺江 1163.5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一种水战战法，故名。

50 星旗街 xīng qí jiē 支路 望里路 凤集路 垂江 901.1 20 结合本区域“武”组团命名，出自《关山月》诗：“星旗映疏勒 ，云阵上祁连。”故名。

51 凤集路 fèng jí lù 次干路 卓远大道 天兴大街 顺江 5249.5 3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该路紧临江汉大学文理学院，表达人才汇聚此地的美好祝愿，故名。

52 泽润街 zé rùn jiē 次干路 凤集路 卓远大道 垂江 1304.4 25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根据此地紧临胜家海这一地理特征，采词出自《尚书》：“道洽政治，泽润生民。”表达恩泽普施，故名。

53 宿学路 sù xué lù 次干路 光耀大街 文运路 顺江 1932.2 3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为体现当地文风昌盛的区域特色，采词取自宿学之士，寓意此地人才辈出，故名。

54 著帛街 zhù bó jiē 次干路 文运路 雅江路 垂江 4308.7 20-3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著帛，意为书写于史书之上，寓意此地文风昌盛的传统留于青史，故名。

55 学贯街 xué guàn jiē 次干路 四环线 雅江路 垂江 5559.4 20-3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学贯古今之意，故名。

56 映雪街 yìnɡ xuě jiē 支路 文运路 芦湾路 垂江 856.3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自囊萤映雪，寓意勤学好问的学风，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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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文运路 wén yùn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凤集路 顺江 3030.8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文运昌盛之意，故名。

58 琼林路 qióng lín lù 支路 敦敬路 富强大街 顺江 990.2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自书名《幼学琼林》，故名。

59 敦敬路 dūn jìng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富强大街 顺江 3130.9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出自《管子·形势》：“终而复始，敦敬忠信。”故名。

60 鸿儒路 hóng rú lù 支路 敦敬路 富强大街 顺江 1831.7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出自《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意为学识渊博之士，故名。

61 问道街 wèn dào jiē 支路 敦敬路 卓远大道 垂江 631.5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求知问道之意，寓意求知精神，故名。

62 惟信路 wéi xìn lù 支路 渭水街 天兴大街 顺江 3701.5 15-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惟信守诺之意，寓意美好的品德。故名。

63 夕惕路 xī tì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文运路 顺江 1865.5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朝乾夕惕之意，寓意谨慎地对待学习的态度，故名。

64 孔彰路 kǒng zhāng lù 支路 著帛街 武园街 顺江 1376.7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出自《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寓意美好的品德，故名。

65 敏学街 mǐn xué jiē 支路 汉施大道 南河路 垂江 597.6 20 结合本区域“文”组团命名，取敏而好学之意，故名。

66 潭烟街 tán yān jiē 次干路 府河大道 丰絮路 垂江 1017.8 3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春泛若耶溪》诗：“潭烟飞溶溶，林月低向后。”结合南湖村自然风光进行命名。故名。

67 层霄路 cénɡ xiāo lù 支路 胜海大街 大木街 顺江 623.1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南浦·天气正清和》词：“毓质向金盆，祥云布、层霄九龙喷水。”，故名。

68 连鸿路 lián hónɡ lù 支路 雅江路 发展路 顺江 690.5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闲二首》诗：“连鸿尽南去,双鲤本东流。”故名。

69 云帆路 yún fān lù 支路 渭水街 红蕖街 顺江 542.7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故名。

70 燕来街 yàn lái jiē 支路 渭水街 汉施大道 垂江 761.6 15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故名。

71 丹鹤街 dān hè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南河路 垂江 890.9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结合此地湖景，寓意武湖优质的生态环境，故名。

72 澄明路 chénɡ mínɡ lù 支路 立山街 胜海大街 顺江 804.6 15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表现湖水澄明的景象，也寓意心境澄明，故名。

73 清景街 qīnɡ jǐnɡ jiē 支路 武湖路 汉施大道 垂江 549.3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公宴诗》诗：“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描写水边夜景，故名。

74 虹溪路 hóng xī lù 支路 发展路 辽河街 顺江 1364.7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重九游郁孤台和座客韵》诗：“双月照虹溪”形容水波风光，故名。

75 沧波路 cānɡ bō lù 支路 渭水街 梅教街 顺江 757.7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古风·松柏本孤直》诗：“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形容水波风光，故名。

76 红蕖街 hónɡ qú jiē 支路 红河路 连鸿路 垂江 1361.1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蒙华林园戒诗》诗：“红蕖间青琐,紫露湿丹楹。”指红色的莲花，与此地莲文化之景结合，故名。

77 嘉莲街 jiā lián jiē 支路 卓远大道 友城大道 垂江 769.8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二十二日起居退闻宣三馆诸公观瑞莲》诗：“微闻嘉莲开,独许侍臣见。”

莲花的别称，与莲文化结合，故名。

78 篷艇街 pénɡ tǐnɡ jiē 支路 岷水路 虹溪路 垂江 731.8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南湖》诗：“飘然篷艇东归客，尽日相看忆楚乡。”与当地湖景结合命名，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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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乘轩街 chénɡ xuān jiē 支路 红河路 富屯路 垂江 256.4 15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夏日与崔二十一同集卫明府宅》诗：“舞鹤乘轩至，游鱼拥钓来。”与当地湖景结合命名，故名。

80 新阳路 xīn yáng lù 支路 桂江路 顺江路 顺江 2759.7 3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与河边景色契合，又在河的东岸，寓意新生朝阳之意。故名。

81 晴光街 qíng guāng jiē 支路 汉施大道 南河路 垂江 506.6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秋夕与梁锽文宴》：“秋日翻荷影，晴光脆柳枝。”彰显此地风和日丽的美景，故名。

82 琼树街 qiónɡ shù jiē 支路 府河大道 云棉路 垂江 164.7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游赤石进帆海》：“聊拂清霞赏,尉兹琼树枝。”为表现双桥村传统自然景观，故名。

83 岚光街 lán ɡuānɡ jiē 支路 府河大道 云棉路 垂江 370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出自《风入松·溪山如洗雨才乾》词：“芦荻暗江湍。沙明水碧岚光净。”故名。

84 熙和路 xī hé lù 支路 谌家矶大道 琴居街 顺江 563 20 结合本区域“景”组团命名，暖和明亮的天气，彰显双桥村传统自然景观，故名。

85 桂江路 guì jiāng lù 支路 天璇路 堤边街 顺江 2961.6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桂江之名，故名。

86 乾元街 qián yuán jiē 支路 天英路 顺江路 垂江 1822 20-2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结合此地功能布局，寓意此路作为长江新城引爆区的

一条重要的城市道路，必将为新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和蓬勃生息，故名。

87 天英路 tiān yīng lù 支路 天璇路 和谐大道 顺江 1690.1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天枢为北斗七星第一星，象征着希望，取别称天英，寓意新城是未来武汉的希望，故名。

88 天玑路 tiān jī lù 支路 光耀大街 兴盛路 顺江 510.5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天玑为北斗七星第三星，喻为财富之星，寓意新城创富名城的寄托，故名。

89 天权路 tiān quán lù 支路 峨眉街
平安铺东

路
顺江 2047.6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天权为北斗七星第四星，亦称文曲星，寓意文运的星宿，寓意文明新城，故名。

90 天璇路 tiān xuán lù 支路 天英路 乾元街 顺江 1178.5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天璇为北斗七星第二星,寓意善于交往的星宿，寓意新城的国际交流，故名。

91 开阳路 kāi yánɡ lù 支路 昆仑街 平安铺路 顺江 2307.8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开阳为北斗七星第六星，亦称武曲星，意为勇武、坚毅的力量，

表达新城未来持续、强劲发展的美好祝愿，故名。

92 摇光路 yáo ɡuānɡ lù 次干路 昆仑街 丹青街 顺江 994.9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摇光为北斗七星第七星，象征开创之星，故名。

93 保合街 bǎo hé jiē 支路 和谐大道
新时代大

道
垂江 1095.6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易经》：“保合太和。”寓意太平和睦，故名

94 尚贤街 shàng xián jiē 支路 繁盛街
谌家矶大

道
垂江 955.3 15-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易经》：“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寄托对人才汇集新城的期望，故名。

95 妙峰街 miào fēng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玉衡路 垂江 360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妙峰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96 春山路 chūn shān lù 支路 兴盛路 平安铺路 顺江 534.6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山中与裴秀才迪书》：“草木蔓发,春山可望。”体现生态绿城的定位，故名。

97 贞观路 zhēn guàn lù 支路 兴盛路 平安铺路 顺江 533.3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取贞观盛世之意，寓意如今的美好时代。

98 德馨街 dé xīn jiē 支路 谌家矶大道 顺江路 垂江 282.5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陋室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寓意品德高尚的人，体现人才汇聚新城的美好祝愿，故名。

99 养正街 yǎng zhèng jiē 支路 和谐大道 春山路 垂江 283.8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该道路位于现状湖北大学知行学院附近，养正寓意

纯正无邪的崇高品质，表达对求学者美好品质的祝愿，故名。

100 劝学街 quàn xué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顺江路 垂江 955.3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习近平用典·劝学篇》，道路紧邻规划学校，表达对求学者勤学、好学的勉励，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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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丹青街 dān qīng jiē 次干路 谌家矶大道 顺江路 垂江 3629.5 20-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丹青色艳而不易泯灭，喻坚贞不渝；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爱国之情，道路两跨朱家河，

“几”字形围绕谌家矶区域，体现爱国之情一以贯之，故名。

102 玉衡路 yù hénɡ lù 次干路 府河大道 玉山街 顺江 5968 30-4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结合顺江七街组团命名，玉衡为北斗七星第五星，象征官禄。故名。

103 昆仑街 kūn lún jiē 次干路 新时代大道 顺江路 垂江 970.2 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取昆仑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04 淮河路 huái hé lù 支路 游湖一路
新时代大

道
顺江 1057.4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淮河之名，故名。

105 龙川街 lóng chuān jiē 支路 府河大道 云棉路 垂江 211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龙川河之名，寓意长江新城汇集人才，开放包容，故名。

106 松花江路 sōng huā jiāng lù 支路 堤边街
新时代大

道
顺江 1373.2 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松花江之名，寓意如松之向上，如花般绽放的美好祝愿，故名。

107 天山街 tiān shān jiē 支路 谌家矶大道 顺江路 垂江 366.8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天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08 祁连街 qí lián jiē 支路 玉衡路 顺江路 垂江 756.1 25-3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祁连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09 太行街 tài háng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顺江路 垂江 956.1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太行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0 峨眉街 é méi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玉衡路 垂江 300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峨眉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1 武当街 wǔ dāng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谌家矶大

道
垂江 673.5 20-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武当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2 井冈街 jǐng gāng jiē 支路 繁盛街
谌家矶大

道
垂江 960.4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井冈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3 玉山街 yù shān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平安铺东

路
垂江 609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玉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4 香山街 xiāng shān jiē 支路 和谐大道 岱岳路 垂江 392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香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5 长白路 cháng bái lù 支路 保合街 光耀大街 顺江 284.2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长白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6 九华路 jiǔ huá lù 支路 乾元街 平安铺路 顺江 153.9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九华山之意，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7 岱岳路 dài yuè lù 支路 平安铺路 三环线 顺江 558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意为泰山，结合本区域以山命名方式及此路位置，故名。

118 天台街 tiān tái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谌家矶大

道
垂江 629.9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天台山之意，此路位于谌家矶核心商务区景观轴带，胜似观景天台，

也表达对长江新城美丽景色和美好未来的祝愿，故名。

119 岷水路 mín shuǐ lù 次干路 著帛街 天兴大街 顺江 5613.5 20-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出自《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以岷山河流命名，

寓意克服一切困难的长征精神。故名。

120 吉泰街 jí tài jiē 支路 新时代大道 汉施大道 垂江 418.3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寓意武湖人民生活吉祥安泰，故名。

121 渭水街 wèi shuǐ jiē 次干路 卓远大道 雅江路 垂江 2661.8 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以渭水之名，故名。

122 红河路 hóng hé lù 次干路 雅江路 庙咀街 顺江 5270.7 30-4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以红河之名，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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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雅江路 yǎ jiāng lù 次干路 四环线 汉施大道 顺江 9844.3 3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以雅鲁藏布江之名，取雅字，寓意风雅别致的景色，故名。

124 淝水路 féi shuǐ lù 支路 美丽大街 武夷街 顺江 683.9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以淝水命名，取淝水之战典故，故名。

125 香溪街 xiāng xī jiē 支路 光明西路 南河路 垂江 188.3 15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香溪江之名，故名。

126 海河街 hǎi hé jiē 支路 沧波路 友城大道 垂江 583.7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海河之名，同时寓意武湖平湖如海的辽阔美景，故名。

127 武夷街 wǔ yí jiē 支路 天阳大道 岷水路 垂江 1454.7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武夷山之意，故名。

128 丹江街 dān jiāng jiē 支路 卓远大道 友城大道 垂江 782.4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丹江之名，同时寓意层林尽染，倒映江中的美景，故名。

129 双鱼街 shuāng yú jiē 支路 汉施大道 五通路 垂江 225.1 20 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双鱼河之名，故名。

2.更名道路表

序号 建议更名 拼音
道路等

级
原路名 起点 止点 走向 长度 宽度 相关修改意见

1 卓远大道 zhuó yuǎn dà dào 主干路 汉口北大道 雅江路 天兴大街 顺江 8893.3 60 寓意长江新城立足当下、长远谋划的卓识远见，建议更名为卓远大道。

2 友城大道 yǒu chéng dà dào 主干路 中环路 光耀大街 天兴大街 顺江 5907.9 40 此区域定位为国际交流区，寓意国际友城，建议更名为友城大道。

3 胜海大街 shèng hǎi dà jiē 主干路 胜海大道 四环线 汉施大道 垂江 5508.3 40 通名命名不规范，建议更名为胜海大街。

4 武湖路 wǔ hú lù 次干路 武湖大道 雅江路 梅教街 顺江 4046.9 30 通名命名不规范，建议更名为武湖路。

5 立山街 lì shān jiē 次干路 立山路 武湖路 南河路 垂江 1126.5 30 因该路呈南北向，按照通名命名规则，建议更名为立山街。

6 庙咀街 miào zuǐ jiē 次干路 庙咀路 卓远大道 南河路 垂江 2435.3 40 通名使用不规范，建议更名为庙咀街。

7 堤边街 dī biān jiē 次干路 堤边路 松花江路 昆仑街 垂江 3889.7 40 通名使用不规范，建议更名为堤边街。

8 武园街 wǔ yuán jiē 次干路 武园路 友城大道 雅江路 垂江 1597.8 30-40 通名使用不规范，建议更名为武园街。

9 南河路 nán hé lù 次干路 南极大道 汉施大道 庙咀街 顺江 2893.5 30
由于命名使用企业名，不符合路名命名规范。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

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建议更名为南河路。

10 龙游街 lóng yóu jiē 支路 创业西路 卓远大道 南环路 垂江 1131.1 30 结合此区域“武”组团命名，出自《开元即事》：“尘惊骑透潼关锁，云护龙游渭水波。”故更名。

11 辽河路 liáo hé lù 支路 通江路 卓远大道 光明路 垂江 2245.5 20
因该路呈南北向，按照通名命名规则，建议后期通名改为街，考虑不可重名问题，

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辽河之名，故名。

12 福苑街 fú yuàn jiē 支路 幸福垸小路 和谐大道 游湖三路 垂江 1750.9 20
经实地调研，公安户政信息工作量较少，可以更名。此路位于幸福湾附近，

表达对居民生活幸福美满的美好祝福，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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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富屯路 fù tún lù 支路 青武大道 著帛街 胜海大街 顺江 3487.4 25
经实地调研，公安户政信息工作量较少，可以更名。结合本区域“新”组团命名，

为容纳祖国大好河山，取富屯河之名，故名。

14 顺江路 shùn jiāng lù 支路
左岸大道辅

道
昆仑街 三环线 顺江 3829.7 15 临近左岸大道，已建成部分路段，尚无路名，由于此路顺江而行，故名。

3.拟命名桥名表

序号 拟命名 拼音 道路等级 命名依据

1 汉胜桥 Hàn shèng qiáo 主干路 为联系汉施大道、谌家矶大道跨新河桥，谐音“汉胜”，寓意武汉胜利，故名。

2 新时代桥 xīn shí dài qiáo 主干路 为新时代大道跨新河桥，故名。

3 富强桥 fù qiáng qiáo 主干路 为富强大道跨新河桥，故名。

4 光耀桥 guāng yào qiáo 主干路 为光耀大道跨新河桥，故名。

三、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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