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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体要求 

为更好地指导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以下简称“各市”）开

展碧道建设规划工作，规范各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的工作内容、

深度和成果要求，保障规划编制的水平和质量，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各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的编制。规划的编制应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

发展、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与国家、省及各地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流

域综合规划等相关部门规划相协调。 

1.2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省委“1+1+9”的工作部署，落实“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新格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推动我省

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全面推动我省高标准万里

碧道建设，以水为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各种生态要素，统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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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治水、治岸，兼顾生态、安全、文化、景观、经济和社会多

种功能，用系统思维共治共建共享，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生态廊道。 

1.3 碧道内涵及分类 

1.3.1 碧道内涵 

碧道是以水为主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各种生态要素，兼顾

生态、安全、文化、景观、经济等功能，通过系统思维共建共治，

优化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格局，打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

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生态廊道，成为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好去

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好样板、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好窗口。 

1.3.2 碧道分类 

为因地制宜地建立碧道建设的标准，根据碧道所处地域特

征，分为都市型、城镇型、乡村型、自然生态型四种类型。 

1.4 规划范围与期限 

1.4.1 规划范围 

各市市域范围内所有河流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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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规划期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18 年，近期水平年为 2022年，远期水平年

为 2035年。 

1.5 规划任务 

各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包括：提出总体目标，确

定碧道总体布局、功能特色布局、分类布局，明确市内主要水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安全提升、景观与特色营造、

游憩系统构建五大建设任务，编制主要水系碧道建设规划方案，

提出近期建设计划、投资匡算以及规划实施保障。 

1.6 规划成果构成 

各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由文本、主报告和分报告构成。 

1.7 规划编制与审批 

各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由各地级以上市河长办组织编制。 

规划成果由本级人民政府审批，经批准后报省河长办备案。 

1.8 公布与解释 

本指南为暂行稿，由广东省河长制办公室公布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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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状分析 

现状分析采用资料收集、现场勘察、现状监测、交流访谈等

多种方法相结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1.1 市域水系概况 

市域范围内的河流数量及总长度，不同流域面积的河流数量

及长度，市域平均河流密度，市域范围内主要河流名称及分布情

况；市域范围内主要湖泊名称及分布情况。 

2.1.2 水环境现状总体情况 

市域范围内总体水质现状分析，主要的入河排污口调查分

析，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总体情况。 

2.1.3 水生态现状总体情况 

河湖自然形态、水土流失、堤防生态性、生态流量及保证程

度、河流生态特征、水生生物生境状况等现状总体情况。 

2.1.4 水安全现状总体情况 

防洪标准达标情况、堤防及穿堤建筑物的达标情况、防汛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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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救灾设施通道建设等现状总体情况。 

2.1.5 特色资源现状总体情况 

市域范围内河流水系沿线 2公里范围内的森林公园、风景名

胜区、湿地公园、4A 及以上景区、地质公园等特色自然生态资

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

落、古驿道、红色文化资源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城市重要的公

园、广场、城市中心区等特色城市功能区的总体建设情况。 

2.1.6 游憩系统现状总体情况 

市域范围内河漫滩利用、滨水慢行系统、滨水服务设施的现

状总体建设情况。 

（1）河漫滩利用现状分析 

不同频率水位下河漫滩分布情况。 

（2）滨水慢行系统现状分析 

滨水慢行道系统及水系周边 2公里范围内绿道、古驿道的总

体建设情况。 

（3）滨水服务设施现状分析 

滨水地区周边的城市（镇）、乡村、景区等主要服务节点的

总体建设情况。 

（4）水上游憩设施现状分析 

水上游线和休闲码头的总体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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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主要问题识别 

全面总结评估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特色资源、游憩系

统等方面的现状情况，明确碧道建设的现状基础、主要问题和建

设需求，为碧道建设规划提供支撑。 

2.2 建设目标 

2.2.1 总体建设目标 

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市域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的总体建设

目标，提出到 2035 年市域碧道建设愿景，明确到 2022 年市域碧

道建设目标。 

2.2.2 分项建设目标 

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安全提升、景观与特

色营造、游憩系统构建五个方面对市域碧道建设近期和远期分别

明确定量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可包括但不限于碧道建设总长度、

人均碧道长度、水功能区达标率、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

（劣于Ⅴ类）水体断面比例、河道生态流量保障率、生态岸线长

度、城市水域面积率、湿地保护率、堤防达标率、洪灾损失率、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率、特点节点数量、滨水绿道长度、公共节点

空间数量等。 

 



 

7 
 

表：指标体系表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2022 年 2035 年 

总体指标 

碧道建设总长度 km   

人均碧道长度 km   

……    

分项指标 

水环境 

治理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 III

类）比例 
%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地表水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

水体断面比例 
%   

……    

水生态 

保护 

与修复 

河道生态流量保障率 % 
  

生态岸线长度 km 
  

城市水域面积率 % 
  

湿地保护率 %   

……    

水安全 

提升 

堤防达标率 % 
  

洪灾损失率 %   

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率 % 
  

……    

景观与 

特色营造 

特色节点数量 个 
  

…… 
   

游憩系统 

构建 

滨水绿道长度 km 
  

公共节点空间数量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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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体布局 

2.3.1 碧道总体布局 

衔接《广东省万里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的建设规模要求，在

市域范围内所有水系进行碧道布局，明确碧道建设总长度及各县

（市、区）碧道建设长度。 

2.3.2 功能特色布局 

结合水系沿线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城乡建设、经

济发展等特点，规划形成不同功能主题段碧道建设的空间格局，

明确不同功能主题段的主题特色定位、特色节点布局。 

2.3.3 分类布局 

结合水系沿线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城乡建设、经

济发展等特点，规划提出都市型、城镇型、乡村型、自然生态型

等不同类型碧道建设的建设长度和空间布局。 

2.4 总体建设任务 

2.4.1 水环境治理 

提出水质达标、入河排污口整治、岸边带面源污染治理、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的规划策略和措施。 



 

9 
 

2.4.2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提出河流自然形态保护修复、生态流量保障、河湖岸边带保

护与修护、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策略和

措施。 

2.4.3 水安全提升 

提出完善防洪（潮）排涝体系，安全管理、水利设施提标升

级的规划策略和措施。 

2.4.4 景观与特色营造 

挖掘碧道沿线周边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城市功能等特色

资源，提出特色节点空间景观营造的规划策略和措施。 

2.4.5 游憩系统构建 

提出亲水活动设施与滨水绿道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水

上游憩系统以及与周边设施衔接的规划策略和措施。 

2.5 主要水系碧道建设规划方案 

市域主要水系指市域范围内的大江大河、纳入省管的中小河

流和流经城市（镇）中心区的重要河流等。 

结合实地调研，基于市域主要水系进行水环境、水生态、水

安全、河漫滩、特色资源、游憩系统分布等方面的现状分析，梳



 

10 
 

理各水系的特征、问题和建设需求。 

根据水系特征，谋划构建主要水系的功能特色布局，识别主

要水系碧道建设重点段；并按照碧道分类，提出主要水系的碧道

分类布局。 

根据碧道建设任务，提出各主要水系的规划策略，形成涵盖

水污染防治、入河排污口整治、岸边带面源污染治理、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河湖自然形态保护与修复、生态流量保障、岸边带保

护与修复、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堤防达标加

固升级、特色节点空间景观营造、滨水绿道建设、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等方面的重点行动和项目库。 

根据各主要水系的实际情况提出近期建设计划和投资匡算。 

2.6 近期建设计划和投资匡算 

2.6.1 近期建设计划 

结合省的要求和地方建设诉求，提出 2022 年的市域碧道建

设任务，包括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安全提升、景

观与特色营造、游憩系统构建的具体建设任务数量和空间布局，

建立碧道近期建设项目库。 

2.6.2 投资匡算 

根据近期建设计划，对近期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匡算，提出资

金筹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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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规划实施保障 

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与措施，包括组织保障、资金保障、

政策措施、监督管理及公众参与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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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域碧道总体布局范围内，对主要水系逐条开展碧道建设

规划方案编制工作。 

3.1 现状分析 

现状分析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3.1.1 水环境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水质情况，入河排污口的数量、分布、排水水质，

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分布、建设情况，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数量、

分布及保护情况等。 

3.1.2 水生态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河湖自然形态、水土流失、堤防生态性、生态流量

及保证程度、水生生境状况等总体情况。 

3.1.3 水安全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堤防达标率、不同河段河堤断面形式、穿堤建筑物

数量、分布及达标情况、防汛抢险救灾设施和通道建设的数量、

分布等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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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特色资源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沿线 2公里范围内的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

公园、4A 及以上景区、地质公园等特色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古驿道、

红色文化资源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城市重要的公园、广场、城

市中心区等特色城市功能区的数量、空间分布和集聚情况。 

3.1.5 游憩系统现状分析 

（1）河漫滩利用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不同频率水位下河漫滩分布、利用形式、使用情况。 

（2）滨水慢行系统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滨水慢行系统的连贯性、可达性分析，识别慢行道

断（堵）点类型、数量和空间分布。梳理主要水系 2 公里范围内

绿道、古驿道及城市慢行道的长度、分布及建设情况。 

（3）滨水服务设施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滨水地区周边的城市（镇）、乡村、景区等的标识

系统、公共厕所、停车场地、公交站点、驿站、体育健身、休闲

娱乐、文化、商业服务等设施建设现状分析，包括各类设施的数

量、空间分布及建设情况。 

（4）水上游憩设施现状分析 

主要水系的水上游线和休闲码头的数量、空间分布和使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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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主要问题识别 

全面总结评估主要水系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特色资源、

游憩系统等方面的现状情况，明确碧道建设的现状基础、主要问

题和发展需求，为碧道建设规划提供支撑。 

3.2 建设目标 

提出主要水系到 2035年的总体建设目标和到 2022年的近期

建设目标。分项建设目标应包括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水安全提升、景观与特色营造、游憩系统构建等五个方面定量指

标。 

3.3 总体布局 

3.3.1 功能布局 

以水文化为主线，结合水系沿线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

源、城乡建设、经济发展等特点，串联上下游的自然、人文、城

市功能区资源，形成具有各具特色的主题功能段，明确各段的主

题功能定位、重点段布局。 

3.3.2 分类布局 

结合水系沿线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城乡建设、经

济发展等特点，规划提出都市型、城镇型、乡村型、自然生态型

等不同类型碧道建设的建设长度和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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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环境治理 

3.4.1 水质目标达标要求 

提出主要水系碧道的水质目标，对未达标水体提出水质提升

要求，提出支流汇入干流碧道水质目标控制要求。 

3.4.2 入河排污口整治 

提出碧道范围内排污口整治方案，以及主要水系入河（湖）

排污口的布局调整和分类治理方案。 

3.4.3 岸边带面源污染治理 

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在碧道岸边带根据实际条件建设面源污

染治理措施，包括生态拦截缓冲带、生态沟渠、人工湿地塘、净

水式岸坡防护系统、土地处理系统等。 

3.4.4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并提出规范化建设要求，包括环境风

险排查、清理违建和排污口、建立污染应急预案、保护区隔离防

护以及设置警示牌和标识牌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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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3.5.1 河湖自然形态保护修复 

保护和修复河湖自然形态，通过岸线调整、河床断面修复、

岸边带生态治理、水陆植被缓冲带建设等措施，重塑河湖生态系

统。 

3.5.2 生态流量保障 

明确主要水系重要控制断面生态基流控制要求，对于生态流

量保障程度低的碧道提出闸坝生态调度及生态补水等保障措施。 

3.5.3 河湖岸边带保护与修复 

岸坡防护兼顾防洪和生态保护要求，采取建设岸边带生态缓

冲带、仿自然河道生境等改善措施，修复河流生态岸线。 

3.5.4 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出主要水系河岸带、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等水生动植物

栖息地修复措施，包括提出水生生物保护、河湖湿地保护与生境

修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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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安全提升 

3.6.1 防洪达标 

明确主要水系的防洪标准，提出堤岸以及穿堤建筑物新建、

加固、改建等建设内容，满足堤防达标和降低洪潮灾害损失等要

求。 

3.6.2 安全管理 

结合河湖水系管理范围划定情况，提出相应管理与保护措

施。提出提高防汛抢险救灾能力相关措施，包括通达防汛通道，

设置警示标志标识，远程监控设施等。 

3.6.3 提标升级 

结合水系实际情况，提出堤防生态化改造措施，改变传统单

一堤防型式，探索超级堤、多级堤、生态堤等建设方案，兼顾堤

防加固和绿道系统建设。 

3.7 景观与特色营造 

在不同主题特色下，保护与利用水系沿线 2 公里范围内的森

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4A 及以上景区、地质公园等

特色自然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文物古迹、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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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街区、传统村落、古驿道、红色文化资源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

城市重要的公园、广场、城市中心区等特色城市功能区，营造具

有自然、文化、功能特色的特色节点空间，提出不同类型特色节

点空间的规划策略和措施，明确生态特色节点、文化特色节点和

功能特色节点个数和空间布局。 

3.8 游憩系统构建 

3.8.1 河漫滩保护与利用 

在保护与利用的整体原则下，识别可供利用河漫滩分布，对

不同类型河漫滩提出保护与利用措施。 

3.8.2 滨水绿道建设 

在满足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构建沿水连续、贯通的绿道系统。

打通绿道系统的断点和堵点，提出改造提升的措施。 

3.8.3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配合绿道系统建设，增加标识系统、厕所（移动式）、景观

休闲等设施，提升休闲游憩、教育科普等功能。 

3.8.4 水上游憩设施建设 

结合主要水系沿线景观资源，因地制宜地设置水上游线和休

闲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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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与周边设施衔接 

统筹利用碧道沿线周边地区已有的公共厕所、停车场地、公

交站点、驿站、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文化、商业服务等各类设

施，与周边绿道、古驿道及城市慢行道衔接。 

3.9 重点段建设规划方案 

针对碧道建设重点段，编制详细的建设规划方案，深化落实

碧道建设五大任务。 

厘清重点段水质、排污口、入河河涌、水闸、堤防、河漫滩、

慢行系统、服务设施、周边 2公里范围内绿道、古驿道及城市慢

行道、主要自然、人文及功能资源节点的空间分布及建设情况。

根据主要水系对该段的主题功能定位，提出建设目标、策略及任

务要求，形成碧道建设任务工程布局图。具体包括水环境治理（水

质达标要求、入河排污口整治、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治理面源污染、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复（岸边带保护与修复、

湿地公园建设、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与建设）、水安全提升（水

闸建设、堤防建设）、景观与特色营造（自然生态节点、历史人

文节点景观营造）、游憩系统构建（河漫滩利用、滨水绿道建设、

服务设施建设、水上游憩设施、与周边设施衔接）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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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近期建设计划与投资匡算 

3.10.1 近期建设计划 

结合省的要求和地方建设诉求，提出主要水系 2022 年的碧

道建设任务，包括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安全提升、

景观与特色营造、游憩系统构建的具体建设任务数量和空间布

局，建立主要水系碧道近期建设项目库。 

3.10.2 投资匡算 

根据近期建设计划，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匡算，提出资金筹

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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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市域碧道建设总体规划文本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建设目标 

第三章  总体布局 

第四章  总体建设任务 

第五章  主要水系碧道建设规划方案 

第六章  近期建设计划与投资匡算 

第七章  规划实施保障 

4.2 市域碧道建设总体规划（主报告）成果 

4.2.1 主报告成果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现状分析 

第三章  建设目标 

第四章  总体布局 

第五章  总体建设任务 

第六章  主要水系碧道建设规划方案 

第七章  近期建设计划与投资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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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 

4.2.2 主报告图件 

图件应包括以下图纸，可根据需要补充： 

1、市域规划图纸： 

（1） 市域现状要素分布图。表达水系及其周边 2公里范围内

的自然、人文、城市功能区等特色资源要素。 

（2） 市域碧道布局图。表达市域碧道建设布局范围。 

（3） 市域碧道分类布局图。表达市域都市型、城镇型、乡村

型、自然生态型碧道类型布局。 

（4） 市域碧道功能特色规划图。表达不同类型主题的碧道分

段及重点段。 

（5） 市域水环境治理规划图。表达各河段水质要求、排污口

分类治理等的空间布局。 

（6） 市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图。表达补水工程、河湖岸

边带修复、建成生态岸线、建成湿地公园等的空间布局。 

（7） 市域水安全提升规划图。表达防洪达标、水利安全工程

等的空间布局。 

（8） 市域碧道建设特色节点规划图。表达碧道沿线 2公里范

围内生态特色节点、文化特色节点和功能特色节点的空间布局。 

（9） 市域碧道游憩系统规划图。表达滨水绿道、公共节点空

间、水上游憩设施等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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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域碧道与周边资源衔接规划图。表达碧道与周边

城市重点功能区、重要乡村、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资源、绿

道、古驿道及城市慢行道的联系。 

4.3 主要水系碧道建设规划方案（分报告）成果 

4.3.1 分报告成果目录 

第一章  现状分析 

第二章  建设目标 

第三章  总体布局 

第四章  水环境治理 

第五章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 

第六章  水安全提升 

第七章  景观与特色营造 

第八章  游憩系统构建 

第九章  近期建设计划与投资匡算 

4.3.2 主要水系规划图纸 

图件应包括以下图纸，可根据需要补充： 

（1） 某江现状要素分布图。表达主要水系及其周边 2公里范

围内的自然、人文、城市功能区等特色资源要素。 

（2） 某江碧道分类布局图。表达主要水系都市型、城镇型、

乡村型、自然生态型碧道类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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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江碧道功能特色规划图。表达主要水系不同类型主题

的碧道分段及特色节点空间布局。 

（4） 某江水环境治理规划图。表达主要水系各河段水质要

求、排污口分类治理等的空间布局。 

（5） 某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图。表达补水工程、河湖岸

边带修复、建成生态岸线、建成湿地公园等的空间布局。 

（6） 某江水安全提升规划图。表达主要水系防洪达标、水利

安全工程等的空间布局。 

（7） 某江碧道建设特色节点规划图。表达碧道沿线 2公里范

围内生态特色节点、文化特色节点和功能特色节点的空间布局。 

（8） 某江碧道游憩系统规划图。表达主要水系滨水绿道、公

共节点空间、水上游憩设施的空间布局。 

（9） 某江碧道配套服务设施规划图。表达碧道结合沿线城市

（镇）、乡村、景区等周边地区规划配套公共厕所、停车场地、

公交站点、驿站、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文化、商业服务等服务

设施的空间布局。 

（10） 某江碧道与周边资源衔接规划图。表达主要水系碧

道与周边城市重点功能区、重要乡村、自然生态资源、历史人文

资源、绿道、古驿道及城市慢行道的联系。 

可根据实际需要制作重点段的分幅图纸。图纸建议比例为1：

5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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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成果数据格式 

总体规划成果图件的空间数据应采用 CAD、JPG 和 ArcGIS 数

据库格式，坐标统一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高斯-克吕格

投影 3 度带，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主要水系及分幅图纸成

果图件的空间数据采用 CAD和 JPG 格式。 

文本、主报告及分报告成果按 A4篇幅竖排、图件按 A3 打印

折叠成 A4，文本、主报告及分报告独立装订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