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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珠三角）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南，

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具发展活力、最具发展潜质的地区之

一。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以传统增长方式

为特征的快速城镇化和非农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对自然生

态环境造成了冲击，严重制约珠三角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为此，通过规划建设珠三角绿道网，在珠三角率先构建

融合环保、运动、休闲和旅游等多种功能的绿道网络体系，

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显得尤其必要和紧迫。 

规划建设珠三角绿道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举措

和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有利于推动珠三角

生活休闲一体化乃至经济一体化；是建设宜居城乡的重要内

容和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有效途径，充分体现了“在发展中保

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居

民生活品质；是扩内需促增长的创新手段，有利于拉动投资、

提供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休闲消费。 

《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在系统分析珠三角资源要素和城乡发展布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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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各市发展意愿等影响因素的

基础上，通过省市互动、城市联动的方式，遵循生态化、本

土化、多样化、人性化等原则，提出了绿道网总体布局的构

想，即珠三角区域绿道（省立）网的总体布局、主要功能、

线路走向、建设规模和设施配套等，构成了开展绿道网建设

任务的基本依据。各地应以《规划纲要》为指导开展本地区

绿道网建设，并制定本地区绿道网建设规划、工作方案和年

度实施计划，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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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道与绿道网 

（一）绿道。 

绿道（Greenway）是一种线形绿色开敞空间，通常沿着

河滨、溪谷、山脊、风景道路等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内设

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景观游憩线路，连接主要的公园、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和城乡居住区等，有利

于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并为居民提供充

足的游憩和交往空间（详见专栏 1）。

   

专栏 1：国外绿道建设实践 
世界上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绿道始建于 1867 年，是 Frederick Law Olmsted

设计的美国波士顿公园绿道系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与建设实践，绿

道的规划建设逐渐成熟和完善，已成为世界各国解决生态环保问题和提高居民

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 
美国是绿道建设最早、经验最成熟的国家。其东海岸绿道全长约 4500 公

里，是全美首条集休闲娱乐、户外活动和文化遗产旅游于一体的绿道。该绿道

途经 15 个州、23 个大城市和 122 个城镇，连接了重要的州府、大学校园、国

家公园、历史文化遗迹等，总造价约 3 亿美元，为沿途各州带来约 166 亿美元

的旅游收入，为超过 3800 万居民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在德国，绿道成为推动旧城更新、提升土地价值的重要手段。德国鲁尔区

将绿道建设与工业区改造相结合，通过七个“绿道”工程将百年来原本脏乱不

堪、传统低效的工业区，变成了一个生态安全、景色优美的宜居城区。在改善

居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绿道建设也提升了周边土地的价值。鲁尔区接着成功地

整合了区域内 17 个县市的绿道，并在 2005 年对该绿道系统进行了立法，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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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跨区域绿道的实施建设。 
新加坡于 1991 年开始建设一个串联全国的绿地和水体的绿地网络。通过

连接山体、森林、主要的公园、体育休闲场所、隔离绿带、滨海地区等，形成

通畅的、无缝连接的绿道，为生活在高密度建成区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休闲

娱乐和交往空间，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城市在花园中”的充满情趣、激动人心

的城市。 
日本通过绿道的建设来保存珍贵、优美、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日本

对国内主要河道一一编号加以保护，通过滨河绿道建设，为植物生长和动物繁

衍栖息提供了空间；同时，绿道串联起沿线的名山大川、风景胜地，为城市居

民提供了体验自然、欣赏自然的机会和一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 

1．绿道的功能。 

绿道从乡村深入到城市中心区，有机串联各类有价值的

自然和人文资源，兼具生态、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 

（1）生态功能。 

绿道能发挥防洪固土、清洁水源和净化空气的作用，可

以为植物生长和动物繁衍栖息提供充足空间，有助于更好地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也可以为都市地区提供通风廊道，

缓解热岛效应。 

（2）社会功能。 

绿道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贴近自然的场所，可供居民安

全、健康地开展慢跑、散步、骑车、垂钓等各种户外活动；

同时，提供大量的户外交往空间，增进居民之间的融合与交

流。 

（3）经济功能。 

绿道能够促进旅游观光、商贸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并为周边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



 

 5

同时，还能够提升土地使用价值，改善城市投资环境，促进

经济增长。 

（4）文化功能。 

绿道可以将各类有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历史建筑和传统

街区串联起来，使人们可以更便捷地感受历史的风采；同时，

可以彰显城市的文化魅力，提升城市品位。 

2．绿道分级。 

按照等级和规模划分，绿道可分为区域绿道、城市绿道

和社区绿道： 

（1）区域绿道（省立）（以下简称区域绿道）是指连接

城市与城市，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支撑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影响的绿道。 

（2）城市绿道是指连接城市内重要功能组团，对城市

生态系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绿道。 

（3）社区绿道是指连接社区公园、小游园和街头绿地，

主要为附近社区居民服务的绿道。 

《规划纲要》规范的对象是珠三角区域绿道。 

3．绿道的构成。 

绿道主要由自然因素所构成的绿廊系统和为满足绿道

游憩功能所配建的人工系统两大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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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廊系统。 

绿廊系统主要由地带性植物群落、水体、土壤等具有一

定宽度的绿化缓冲区构成，是绿道控制范围的主体。 

（2）人工系统。 

发展节点：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和人

文景点等重要游憩空间。 

慢行道：包括自行车道、步行道、无障碍道（残疾人专

用道）和水道等非机动车道。 

标识系统：包括标识牌、引导牌和信息牌等标识设施。 

基础设施：包括出入口、停车场、环境卫生、照明、通

讯等设施。 

服务系统：包括休憩、换乘、租售、露营、咨询、救护、

保安等设施。 

（二）珠三角绿道网。 

珠三角绿道网是由众多区域绿道、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

构成的网络状绿色开敞空间系统。这些绿道通过自行车道和

步行道，将珠三角具有较高自然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各类郊野

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等重要节点串联

起来，同时建设完善的配套设施并对一定宽度的绿化缓冲区

实施空间管制，融合环保、运动、休闲和旅游等多种功能，

在构筑珠三角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同时，为广大居民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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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生活游憩空间。 

  

珠三角绿道网是珠三角区域绿地系统的“骨架”。区域

绿地是为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突出地方自然人文特色和改善

城乡环境景观，在一定区域内划定限制开发并实行长久性严

格保护的，具有重大自然、人文价值和区域性影响的绿色开

敞空间；绿道网是区域绿地中具有休闲游憩功能的带状开敞

空间，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体现自然和人文资源的

生活游憩价值。 

结合珠三角城乡空间布局、地域景观特色、自然生态与

人文资源的特点，根据绿道所处位置和目标功能的不同，珠

三角区域绿道可分为生态型、郊野型和都市型三种类型。 

1．生态型绿道。 

生态型绿道主要沿城镇外围的自然河流、溪谷、海岸及

山脊线建设，通过对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创建、连接和管

理，来维护和培育珠三角生态环境，保障生物多样性，可供

自然科考以及野外徒步旅行。生态型绿道控制宽度一般不小

于 2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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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郊野型绿道。 

郊野型绿道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周边的开敞绿地、水

体、海岸和田野，通过登山道、栈道、慢行休闲道等形式，

为人们提供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绿色休闲空间，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郊野型绿道控制宽度一般不小于 100

米。 

   

3．都市型绿道。 

都市型绿道主要集中在城镇建成区内，依托人文景区、

公园广场和城镇道路两侧的绿地而建立，为人们慢跑、散步

等活动提供场所，对珠三角区域绿道网起到全线贯通的作

用。都市型绿道控制宽度一般不少于 20 米。 



 

 9

   

（三）建设珠三角绿道网的重要意义。 

建设珠三角绿道网是广东省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

措，是实施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具体行动，对推动区域生态环

境保护、实现生活休闲一体化、促进宜居城乡建设和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有利于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目前，由于珠三角城镇空间的连绵发展和交通网络的交

织，一些关键性的生态过渡带、节点和廊道没有得到有效保

护，区域自然生态破碎化现象明显，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受到

一定威胁。珠三角绿道网以绿化缓冲区为生态基础，串联起

破碎化的生态斑块和生态廊道，有助于完善生态网络，增强

生态空间的连通性；能够保护动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为野生

动物提供栖息地和迁徙廊道；还能够吸收水面、树林和灌木

丛中的污染物，起到净化空气、改善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安

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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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提高区域宜居性。 

目前珠三角的人居环境质量亟待改善，娱乐游憩、运动

健身等设施和场所较为缺乏，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

休闲需要。珠三角绿道网将城市内部的公园、绿地等开敞空

间与外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绿地串联起来，

形成集生态保护与生活休闲于一体的绿色开敞空间网络，在

保护生态环境、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能够为居民提供

户外活动空间，将极大促进宜居城乡建设。 

3．有利于扩内需促增长。 

珠三角经济对外依存度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

响较早较大，扩内需促增长已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

重大战略。建设珠三角绿道网除了带来生态效益外，还能直

接带动旅游观光、运动健身、宾馆餐饮等休闲产业和交通运

输、文化娱乐等相关行业的发展，间接带动或影响农业、建

筑业、房地产业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扩

大内需促进消费，拉动绿道沿线地区经济增长。 

4．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珠三角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绿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目前珠三角历史文化资源呈散点分布且缺乏系统整体

的保护，保护与利用未能有效结合。通过建设绿道网，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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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众多历史文化资源，使历史文化资源及周边的环境既能得

到有效保护，同时还有利于强化城市的文化特色，提高居民

的地方归属感和自豪感。 

5．有利于推动珠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珠三角城际轨道网和绿道网的“两道”工程建设中，

城际轨道网的建设有助于推进珠三角城市功能一体化，而绿

道网建设通过连接珠三角主要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城乡

居住区等，既能优化区域生态格局，构筑绿色开敞空间，又

能促进各地人流和物流的自由高效流动，形成一体化的生活

休闲格局，成为推动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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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范围、依据与期限 

（一）规划范围。 

《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为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

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

市、江门市和肇庆市等 9 个地级以上市的全部行政辖区，面

积约 5.46 万平方公里。 

（二）规划依据。 

（1）《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2）《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

设宜居城乡的实施意见》； 

（3）《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实施条

例》； 

（4）《广东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 

（5）《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6）《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 

（7）《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 

（8）《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同城化规划（修编）》； 

（9）珠三角各市城市总体规划、绿地系统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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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期限。 

《规划纲要》的规划期限为 2010-2012 年。 

三、规划目标和原则 

（一）规划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改善生态

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通过高标准规划、省市互动、高效联动，积极稳妥地推进珠

三角绿道网建设工作。用 3 年左右的时间，率先在珠三角建

成六条总长约 1690 公里的区域绿道，构成珠三角绿道网的

主体框架，实现“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熟

完善”的目标，将其打造成为我省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 

具体而言，至 2010 年底，各市要按照《规划纲要》和

各自的规划要求，划定绿道控制区并实施空间管制，同时将

本市域内 70％以上的区域绿道建设成型，确保绿道在城市之

间互连互通，基本形成珠三角绿道网主体框架，广州和深圳

市域范围内的区域绿道在亚运会、大运会开幕前全部建成；

至 2011 年底，珠三角建成全部区域绿道并投入使用；至 2012

年底，配套完善各项设施；逐步引导珠三角绿道网向省内东

西北地区延伸，发挥绿道“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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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积极推进与港澳相应设施的衔接。各市在调整完善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基础上，规划建设城市绿道与社区绿

道，并与 6 条区域绿道相连通。 

（二）规划建设原则。 

1. 生态化。 

以支持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城乡生态环境为基

础，充分结合现有地形、水系、植被等自然资源特征，避免

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保持和修复绿道及周边地区的原生生

态功能，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持和改善重要生态廊

道及沿线的生态功能与景观，让绿道充满“乡野的气息”。 

2. 本土化。 

充分挖掘和突出地方人文特色，尊重地方风俗习惯和民

族景观特色，立足于地方历史文化遗迹的有效保护，并结合

各条绿道的自然特点，优先选用具有本地特色的优良阔叶树

种和铺装材料，让绿道展现“地方的风情”。 

3. 多样化。 

结合地方资源环境等基础条件，根据不同文化层次、职

业类型、年龄结构和消费层次人群的需求，打造形式多样、

功能各异的绿道，展现不同的目标和主题，体现多样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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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呈现“多样的精彩”。 

4. 人性化。 

突出以人为本，以慢行交通为主，避免与机动车的冲突，

同时充分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完善绿道的标识系统、应急

救助系统，以及与游客人身安全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让绿

道洋溢“人文的关怀”。 

5. 便利化。 

充分利用现有的山体、水系和道路，结合各城市绿地系

统规划，将区域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贯通成网布局。

加强绿道网与公共交通网的衔接，完善换乘系统，方便居民

和游客进入；服务设施采用“大集中、小分散”的方式设置，

方便居民使用。 

6. 可行性。 

根据各地的实际，尽量结合现有的滨水路径、乡村小道

和道路两侧等设施进行布置，既要易于施工建设又要方便日

常维护管理。绿道规划建设的新增设施应利用优良性价比

的、反映健康绿色生活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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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绿道网总体布局 

（一）布局基础条件分析。 

珠三角绿道网总体布局主要考虑的要素包括资源要素、

政策要素和地方意愿等。 

1．资源要素。 

国内外绿道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显示，影响绿道选线的资

源要素主要包括自然生态要素、人文要素、现状道路和城镇

布局等。绿道选线要尽量靠近河流、溪谷、山体等自然要素，

并串联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历史村落和传统街区等人文

要素，特别要充分利用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的现状道路以

及废弃铁路线，并且靠近城乡居民区，方便居民使用。 

（1）自然生态要素。 

自然要素主要包括河流、山体、田园和海岸等。它们是

生物多样性、景观独特性的集中地带，也是人们休闲向往的

地带，绿道选线应优先考虑靠近这些区域（图 4-1，表 4-1）。 

珠三角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是由西江、北江、东江及

诸多河流冲积而成的三角洲区域，区内水道纵横交错、河网

密布，展现了岭南水乡桑基鱼塘的景观特色，选线时应优先

考虑滨水地段。 

经过长期的绿化造林，珠三角的森林资源持续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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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已经建立了大量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为增加绿道的吸引力，选线时应优先考虑经过或连接这些区

域。 

广阔的乡村田野是珠三角除山体、河流之外重要的生态

基础和绿色开敞空间。珠三角农用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77%，其中主要农作物用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58%。优越的

农业资源为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绿道选线应优

先考虑城市外围地区的农耕用地、水利用地等。 

宜人的海滩、璀璨的岛屿及珠江八大出海口等所构成的

秀丽滨海风光也是珠三角自然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绿道选

线应尽量引至海滨。



 

 图 4-1 珠三角主要生态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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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珠三角主要生态资源点统计表 
城市 主要生态资源点 

广州 

瀛洲生态公园、翁山森林公园、莲花山风景名胜区、亚运村湿地公园、海鸥岛、黄山鲁森林公

园、沙湿地公园、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帽峰山森林公园、天麓湖森林公

园、金坑森林公园、南香山森林公园、陈家林森林公园、滴水岩森林公园、大夫山森林公园、

化龙湿地公园、芙蓉嶂水库、丫鬓岭森林公园、十字窖生态湿地、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大尖山

森林公园、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深圳 

罗田森林公园、老虎坑水库、羊丁坑、羊涌河、五指耙水库、东方林果场、长流坡水库、七沥

水库、凤凰山风景区、铁岗森林公园、羊台山森林公园、西丽湖度假村、塘朗山－梅山森林公

园、银湖森林公园、笔架山公园、鸡公山、黄牛湖水库、甘坑水库、横坑水库、茜坑森林公园、

光明森林公园、大屏障森林公园、洪湖公园、布心森林公园、仙湖植物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

公园、龙口水库、大运公园、园山风景区、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红花岭水库、大小梅沙、

葵涌度假村、金沙滩度假村、雷公山、下沙、南澳、东冲、西冲、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七

娘山、桔钓沙、锣鼓山郊野公园、打马坑水库、排牙山、坝光森林公园、罗屋田水库 

珠海 

淇澳红树林、大镜山水库、石溪风景区、凤凰山旅游区、板樟山森林公园、海滨泳场、野狸岛、

九洲岛、横琴岛岛区、金沙滩、银沙滩、湿地公园、十三亩天然湖泊、木头冲水库、璧青湾、

先锋岭水库、外伶仃岛、桂山岛、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佳

蓬列岛、乾务水库 

佛山 

三水森林公园、云东海、沙涌郊野公园、都宁岗森林公园、横沙围湿地公园、顺峰山风景名胜

区、马岗湿地公园、顺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马宁山森林公园、均安生态公园、金沙湿地

公园、马鞍岗郊野公园、海景森林公园、天子墓风景区、西樵山风景名胜区、九江璜玑鹭鸟天

堂风景名胜区 

惠州 

罗浮山自然保护区、剑潭自然风景区、梅湖滨江公园、上东平滨江生态绿地、九龙森林公园、

白面石自然保护区、黄沙洞自然保护区、小桂湾、笔架山森林公园、铁炉嶂森林公园、惠东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海洋生态园、象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莞 

香飘四季农业园、道滘水乡风情、龙湾湿地公园、大王洲岛、水濂山森林公园、厚街森林公园、

大岭山森林公园、莲花山自然保护区、五点梅水库、东莞生态园、石排岭南生态农业园、松山

湖、清泉水库、巍峨山森林公园、蝴蝶地水库休闲度假区、黄牛埔森林公园、大屏障森林公园

中山 
长江水库风景资源区、宫果渔农场、五桂山资源区、花木伟光园艺中心、大南沙基围生态资源

区、南台山生态资源区、卓旗山休闲公园、岭南水乡、横门资源区 

江门 
古劳水乡、大雁山风景区、大西坑风景区、白水带风景区、圭峰风景区、西坦岛葵林、小鸟天

堂、良洞旅游度假村、石花山旅游区、古兜风景区、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银湖湾湿地 

肇庆 
葫芦山风景区、九龙湖风景区、砚阳湖、砚洲岛、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羚山郊野公园、七星岩

风景区、西江烂柯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资料来源：《广东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及各市区域绿道规划初步方案提供的数据。） 

（2）人文要素。 

人文要素主要包括文化遗迹、历史村落和传统街区等方

面。珠三角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

地，区内人文资源丰富，包括文物古迹、民族特色建筑、优



 

 19

秀近现代建筑等（图 4-2，表 4-2）。绿道选线应结合各地人

文资源的分布，将这些人文资源尽可能地串联起来，以丰富

绿道的内涵，更好地展示岭南文化。



 

 

 

图 4-2 珠三角主要人文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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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珠三角主要人文资源点统计表 
城市 主要人文资源点 

广州 

沙面、海珠广场、海心沙、琶洲会展中心、长洲岛历史文化保护区、小洲村、广东科学中心、

大学城、岭南印象、广州国际展贸城、莲花山风景名胜区、五岳殿、广裕祠、知识城、玉岩书

院、鳌山古墓群、长隆欢乐世界、香江野生动物园、余荫山房、熊氏祠堂 

深圳 
仙湖植物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大运公园、大小梅沙、葵涌度假村、金沙滩度假村、东

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咸头岭沙兵遗址、天后古庙、青少年度假营、金水湾度假村、大鹏所城 

珠海 珠海渔女、金台寺、御温泉度假村 

佛山 
云东海、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南海影视城、南海观音寺、碧江金楼、

长鹿农庄、顺峰山风景名胜区、芦苞祖庙、西樵山风景名胜区 

惠州 
明城墙、文笔塔、合江楼广场、罗浮山东江大桥、罗浮山自然保护区、下南村（粮仓粮道）、

巽寮湾休闲度假区（酒店群） 

东莞 

可园、金鳖洲塔、迎恩门城楼、大王洲岛、袁崇焕纪念园、中山路民国建筑群、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粤晖园、道滘水乡风情、周恩来演讲台、燕岭古采石场、南社古村落、康王庙、江边村

古建筑群、黄氏宗祠、万福庵贝丘 

中山 程君海故居、歧奥古道遗址、孙中山故居、陈氏宗祠建筑群 

江门 

自力村碉楼群、开平立园、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锦江里村碉堡群、歇马举人村、帝都温泉、

马降龙村碉堡群、三门里村碉堡群赤坎古镇、获海风采堂、北街近代建筑群、道北寺、小鸟天

堂、新会铁路遗址、良洞旅游度假村、崖门炮台、慈元庙、碗山窑址、杨太后陵、奇石 

肇庆 七星岩摩崖石刻、古城墙、梅庵、阅江楼、崇禧塔、包公井、庆云寺、蚬壳洲遗址 

（资料来源：《广东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及各市区域绿道规划初步方案提供的数据。） 

（3）交通要素。 

交通要素主要包括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现状

道路及交通枢纽等设施。交通网络是绿道网建设的重要支

撑，绿道网要与交通网实现有机衔接，通过换乘系统方便居

民进入。珠三角交通网络现已形成以广州为主要枢纽，以高

速公路、国道为主骨架的现代化公路网（图 4-3）。绿道选线

可以依托 106、105、324、321、107、205、325 等国道和众

多的省道、县道、乡镇以及乡村道路，还可利用风景区道路、

田间道路及废弃道路等。 
 



 

 

 

图 4-3 珠三角主要交通要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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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镇布局。 

为方便城乡居民使用，绿道选线应尽量靠近城镇建成

区。从珠三角城镇群的遥感影像分析看出，珠三角城镇建设

用地已形成高度连绵的城镇密集区（图 4-4），城镇人口高度

聚集，在这样的高密度地区建设绿道，既能服务更多的人口，

提高绿道的使用效率，同时又可缓解土地高强度开发给生态

环境造成的冲击。



 

 

 

图 4-4 珠三角 2007 年城镇建成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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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要素。 

上层次规划及相关规划等政策要素也是影响绿道选线

的重要因素。在参考、借鉴已有规划成果的基础上，明确限

制性因素，实现绿道网布局与城乡空间布局、区域生态格局、

区域交通网络等方面的协调。 

（1）《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预测

2020 年区域常住人口达到 6500 万，并确定了“一脊三带五

轴”的城镇空间格局和“区域性中心、地区性中心和地方性

中心”的三级城镇中心体系（图 4-5）。同时，规划基于珠三

角生态环境自然格局和城乡发展状况，以山脉、水系为骨干，

构建了“一环、一带、三核、网状廊道”的区域绿地框架和

区域生态结构（图 4-6）。 

作为改善珠三角居民生活环境、为珠三角居民提供充分

的休闲游憩空间的珠三角区域绿道，其选线应结合城镇发展

轴带，串联主要城镇，尽量覆盖更多城乡人口，方便居民使

用。同时，在珠三角区域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组合、

串联多元自然生态资源和绿色开敞空间，促进区域生态系统

的稳定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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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珠三角区域空间结构 
 

 
图 4-6 珠三角区域生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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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从土地利用

的角度提出：构建区域生态格局，建设 4 个陆域生态控制区，

包括珠江三角洲环形屏障区，保存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并

提出建立环城绿带，控制城镇的无序蔓延。绿道网建设有助

于区域生态格局的构建和完善（图 4-7）。 

 
图 4-7 珠三角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图 

（3）《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 

《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从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角度，确定了严格保护区、重要生态功

能控制区、生态功能保育区、引导性资源开发利用区、城市

建设开发区、城市群城间绿岛生态缓冲区等主要功能区（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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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绿道网作为兼顾生态保护与居民休闲使用的开

敞空间，应侧重在生态功能保育区、引导性资源开发利用区、

城镇建设开发区、城间绿岛生态缓冲区内进行选线，避免对

重点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极敏感区等严格保护区及重要生

态功能控制区产生干扰。 

图 4-8 珠三角生态控制性规划图 

（4）《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 年修

订）》。 

《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 年修订）》

提出，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期建设，与其

它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实现综合运输资源优化配置和协调发

展。远期形成“三环八射”的网络构架（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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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绿道网应尽量与城际轨道交通网衔接，结合轨道

交通站点进行绿道网选线或设立交通换乘点，为居民进入绿

道提供便利。 

 
图 4-9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图 

3．地方意愿。 

根据资源要素、政策要素等基础条件，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在形成珠三角绿道网总体布局的初步设想后，就初步方

案征求了珠三角各市的意见，并召开了广佛肇、深莞惠、珠

中江三大都市区绿道网总体布局方案协调会议，对初步方案

进行了优化。同时，进一步实地踏勘了部分绿道选线，并征

集了自行车运动协会、登山协会等民间组织及公众的意见，

进而形成了珠三角绿道网总体布局的优化方案（表 4-3，图

4-10）。优化方案的线路总长度约 2140 公里，综合反映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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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建设意愿和公众意见。《规划纲要》对优化方案进一步

提炼后，最终形成了总长度约 1690 公里的线路方案（图

4-11）。具体情况如下： 
表 4-3 珠三角各市区域绿道线路长度汇总（单位：公里） 

城市 初步方案长度 各市提交长度 最终规划长度 
广州 226 503 340 
深圳 215 270 282 
珠海 126 78 73 
佛山 197 319 243 
惠州 125 192 174 
东莞 112 174 135 
中山 102 121 119 
江门 235 218 222 
肇庆 82 265 102 
总计 1420 2140 1690 

 
广州 

 

佛山 

 

肇庆 
 

深圳 

 

东莞 惠州 

珠海 

 

中山 

 

江门 

 

图 4-10 各地市提供的绿道网布局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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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影响要素叠加分析示意图 

（二）绿道网总体布局。 

遵循绿道网规划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生态、人文、交通

和城镇布局等资源要素以及上层次规划、相关规划等政策要

素，结合各市的实际情况叠加分析，综合优化形成由 6 条主

线、4 条连接线、22 条支线、18 处城际交界面和 4410 平方

公里绿化缓冲区组成的绿道网总体布局（图 4-12，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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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条主线。 

六条主线连接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区，串

联 200 多处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郊野公园、

滨水公园和历史文化遗迹等发展节点，全长约 1690 公里，

直接服务人口约 2565 万人，能增加约 30 万个就业机会，带

动社会消费约 450 亿元，实现珠三角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市

郊、市郊与农村以及山林、滨水等生态资源与历史文化资源

的连接，对改善沿线的人居环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1）1 号绿道：主要沿珠江西岸布局，以大山大海为特

色，西起肇庆双龙旅游度假区，经佛山、广州、中山，至珠

海观澳平台，全长约 310 公里，途经 50 多个发展节点，直

接服务人口约 580 万人。1 号绿道从肇庆双龙旅游度假区沿

西江向西延伸，预留与粤西绿道的联系廊道。 

（2）2 号绿道：主要沿珠江东岸布局，以山川田海为特

色，北起广州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经增城、东莞、深圳，

南至惠州巽寮湾休闲度假区，全长约 480 公里，途经 50 多

个发展节点，直接服务人口约 530 万人。2 号绿道自广州从

化流溪河向北延伸，预留与粤北绿道的联系廊道；从惠州巽

寮湾向东沿海岸线延伸，预留与粤东绿道的联系廊道；从深

圳梧桐山公园向南延伸，预留与香港绿道、绿地系统的联系

廊道。



 

 

图 4-12 珠三角绿

道网布局图 
 

规划形成由

6 条主线、4 条连

接线、22 条支线、

18 处城际交界面

和 4410 平方公里

绿化缓冲区组成

的绿道网总体布

局。 
其中，六条主

线连接广佛肇、深

莞惠、珠中江三大

都市区，串联 200
多处主要森林公

园、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郊野

公园、滨水公园和

历史文化遗迹等

发展节点，全长约

1690 公里，直接

服务人口约 256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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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号绿道：横贯珠三角东西两岸，以文化休闲为特

色，西起江门帝都温泉，经中山、广州、东莞、惠州，东至

惠州黄沙洞自然保护区，全长约 370 公里，途经 60 多个发

展节点，直接服务人口约 500 万人。3 号绿道从江门帝都温

泉沿潭江支流向西延伸，预留与粤西绿道的联系廊道；从惠

州白面石景区沿东江向北延伸，预留与粤北绿道的联系廊

道。 

（4）4 号绿道：纵贯珠三角西岸的中部，以生态和都市

休闲为特色，北起广州芙蓉嶂水库，向南途经佛山、珠海，

南至珠海御温泉度假村，全长约 220 公里，途经 20 多个发

展节点，直接服务人口约 570 万人。4 号绿道从花都沿芙蓉

嶂山体向北延伸，预留与粤北绿道的联系廊道。 

（5）5 号绿道：纵贯珠三角东部，以生态和都市休闲为

特色，北起惠州罗浮山自然保护区，途经东莞、深圳，南至

深圳银湖森林公园，全长约 120 公里，途经 20 多个发展节

点，直接服务人口约 230 万人。5 号绿道从博罗罗浮山向北

延伸，预留与粤北绿道的联系廊道。 

（6）6 号绿道：纵贯珠三角西部，沿西江布局，以滨水

休闲为特色，北起肇庆贞山，向南途经佛山、江门，南至江

门银湖湾湿地及古兜温泉，全长约 190 公里，途经 20 多个

发展节点，直接服务人口约 155 万人。6 号绿道沿江门滨海

地区向西延伸，预留与粤西绿道的联系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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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珠三角绿道网总体布局说明表 
线路走向 绿道

名称 
主要特点 

城市 发展节点 
主线长度

（公里） 
直接服务人

口（万人） 

肇庆 
双龙旅游度假区、七星岩风景区、羚山郊野公园、砚坑紫云谷、鼎湖山旅游风景区、九龙湖旅游

风景区、葫芦山旅游风景区 

佛山 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东风水库、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沙涌郊野公园 

广州 

沙面、二沙岛、珠江新城中轴线公园、海心沙、广州电视塔、小洲村、广东科学中心、万亩果园、

大学城、岭南印象、长洲岛历史文化保护区、莲花山风景名胜区、亚运村湿地公园、越沙湾水道、

大山乸公园后折向东南、黄山鲁森林公园、南沙湿地公园、南沙大角山滨海公园 

中山 
横沥生态旅游度假区、洪奇沥大桥、岭南、横门大桥、海上庄园、南沙湿地公园、陈氏宗祠建筑

群、温泉度假城、逸仙水库、红树林湿地、孙中山故居 

1 号

绿道 

主要沿珠江西岸布局，以

大山大海为特色，西起肇

庆双龙旅游度假区，经佛

山、广州、中山，至珠海

观澳平台，途经 50 多个

发展节点。 

珠海 
会同村、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珍珠乐园、中山大学珠海分校、情侣大道、凤凰山风景区、珠

海渔女、板樟山和黑白面将军山、观澳平台 

310 580 

广州 

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良口桥头公园、从化温泉旅游度假区、从化河岛公园、从化风云岭坪地公

园、五岳殿、从化马仔山公园、北回归线标志塔公园、曾氏大宗祠、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太阳岛

游乐园、白海面、帽峰山森林公园、天麓湖森林公园、香雪公园、陈家林森林公园 

东莞 香飘四季农业园、厚街森林公园、大岭山森林公园 

深圳 

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铁岗森林公园、布心森林公园、仙湖植物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

公园、三洲田、马峦山森林公园、雷公山、下沙、南澳、西冲、东冲、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

七娘山、桔钓沙、天后古庙、大鹏所城、坝光森林公园、排牙山 

2 号

绿道 

主要沿珠江东岸布局，以

山川田海为特色，北起广

州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经增城、东莞、深圳，南

至惠州巽寮湾休闲度假

区，途经 50 多个发展节

点。 
惠州 小桂湾、猴仔湾、铁炉嶂森林公园、霞涌旅游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巽寮湾休闲度假区 

480 530 

江门 
帝都温泉、锦江里村碉楼群、圣堂歇马举人村、开平立园、三门里村碉楼群（赤坎古镇）、新宁

铁路遗址、道北寺、南坦岛葵林、圭峰山风景区、大西坑自然保护区 

3 号

绿道 

横贯珠三角东西两岸，以

文化休闲为特色，西起江

门帝都温泉，经中山、广

州、东莞、惠州，东至惠
佛山 

均安生态乐园、顺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马岗湿地公园、顺峰山风景名胜区、清晖园、鲤鱼

沙湿地公园 

37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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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大夫山森林公园、番禺中央公园、长隆、余荫山房、化龙湿地公园 

东莞 麻涌香飘四季农业园、旗峰公园、石龙人文景观区 

州黄沙洞自然保护区，途

经 60 多个发展节点。 

惠州 
龙溪滨江绿地、石牙潭度假区、博罗东山公园、剑潭风景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东江公园、九龙

森林公园、白面石自然保护区、黄沙洞自然保护区 

广州 芙蓉嶂水库、花都新街河滨河公园、丫鬓岭森林公园、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 

佛山 
天竺郊野公园、草场湿地公园、千灯湖、都宁岗森林公园、鲤鱼沙湿地公园、横沙围湿地公园、

长鹿农庄、顺峰山风景名胜区、大小岗郊野公园、细窖大桥 

中山 
鸡鸦水道、小榄水道、中山岭南水乡、紫马岭公园、金钟水库、岐澳古道遗址、小琅环自行车公

园、五桂山森林公园、铁炉山森林公园、磨刀门公园 

4 号

绿道 

纵贯珠三角西岸的中部，

以生态和都市休闲为特

色，北起广州芙蓉嶂水

库，向南途经佛山、珠海，

南至珠海御温泉度假村，

途经 20 多个发展节点。 珠海 莲州生态保育区、黄杨山风景区以及御温泉度假村 

220 570 

惠州 罗浮山自然保护区、长宁、园洲滨江绿地、石湾等镇、东江休闲区 

东莞 
南社古村落、东莞生态园、松山湖，清泉水库休闲度假区、巍峨山森林公园及蝴蝶地水库休闲度

假区、大屏障森林公园 
5 号

绿道 

纵贯珠三角东部，以生态

和都市休闲为特色，北起

惠州罗浮山自然保护区，

途经东莞、深圳，南至深

圳银湖森林公园，途经 20

多个发展节点 
深圳 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横坑水库、甘坑水库、黄牛湖水库、银湖森林公园 

120 230 

肇庆 马鞍山森林公园、贞山、海心湖、飞鹅岭、大沙镇城市公园 

佛山 
三江并流湿地、马鞍岗郊野公园、海景森林公园、金沙湿地公园、天子墓风景区、西樵山风景区、

九江镇的水乡地区、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 6 号

绿道 

纵贯珠三角西部，沿西江

布局，以滨水休闲为特

色，北起肇庆贞山，向南

途经佛山、江门，南至江

门银湖湾湿地及古兜温

泉，途经 20 多个发展节

点。 

江门 
古劳水乡、大雁山风景区、新会滨江带、北街近代建筑群、白水带风景区、小鸟天堂、银洲湖、

奇石、慈元庙、杨太后陵、碗山窑址、崖门炮台后、银湖湾湿地、古兜度假区 

190 155 

合计 － － － 1690 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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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条连接线。 

为促进区域绿道主线的有效衔接，规划以下四条连接

线，全长约 166 公里（图 4-13）。 

（1）1 号－2 号－4 号连接线：起于广州白海面，沿流

溪河经唐阁公园，由荔湾湖公园沿珠江向北与 4 号绿道汇合。

全长约 41 公里。 

（2）1 号－4 号连接线：起于中山市与珠海市交界处，

向北连接温泉度假村后，与 4 号绿道汇合于岐澳古道遗址。

全长约 19 公里。 

（3）2 号－3 号连接线：起于广州从化温泉度假区，向

南经大尖山森林公园，沿派潭河经白水寨至东莞接 3 号绿道。

全长约 80 公里。 

（4）1 号－3 号连接线：起于广州 1 号绿道二沙岛，经

瀛洲生态园、长隆水上乐园至 3 号绿道番禺中心公园。全长

约 26 公里。 

3．二十二条支线。 

为加强主线与主要发展节点的联系，共规划二十二条支

线，全长约 470 公里。沿 1 号绿道规划肇庆鼎湖山支线、佛

山侨鑫生态园支线、广州亚运村支线、万亩果园支线、广州

体育馆支线、南沙湿地支线、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支线、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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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澳岛支线；沿 2 号绿道规划广州十字窖支线、广州知识城

支线、深圳大运会支线、惠州巽寮湾支线；沿 3 号绿道规划

江门开平碉楼群支线、大西坑自然保护区支线、台山石花山

支线、广州南站支线，东莞江边村古建筑群支线、惠州黄沙

洞温泉度假区支线；沿 4 号绿道规划佛山鲤鱼沙湿地公园支

线；沿 6 号绿道规划佛山两江并流湿地支线、江门古劳水乡

支线、江门小鸟天堂支线。



 

 

 

图 4-13 珠三角绿道网“主线、连接线和支线”布局图 



 

 35

4．城际交界面。 

城际交界面是指区域绿道跨市的衔接面。城际交界面建

设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筹规划，协调各市绿道的走向和建设

标准，将各市孤立的绿道通过灵活的接驳方式有机贯通，形

成一体化的区域绿道网络。《规划纲要》中珠三角 6 条区域

绿道涉及的交界面共 18 处（表 4-4，图 4-14），通过桥梁或

结合绿地系统进行衔接，其建设标准均为宽度 2 米以上的自

行车与步行专用道，具体如下： 
表 4-4 珠三角绿道网城际交界面衔接情况表 

名称 交界面 位置 衔接方式 
肇庆－佛山 肇庆四会大沙镇与佛山三水河口交界处 通过 321 国道和马房大桥进行衔接 

佛山－广州 佛山黄岐街道与广州石井镇交界处 通过湖州大桥进行衔接 

广州－中山 广州横沥镇与中山民众镇交界处 依托西江廊道，通过洪奇沥大桥衔接
1 号

绿道 

中山－珠海 中山南朗镇与珠海金鼎镇交界处 
通过中山市的防洪大堤道路与珠海市

的情侣路进行衔接 

广州－东莞 广州新塘镇和东莞望麻涌镇交界处 横跨东江水道，通过现有桥梁衔接 

东莞－深圳 
东莞长安镇莲花山自然保护区与深圳松岗

镇老虎坑水库交界处 
结合城镇道路与绿地系统进行衔接 2 号

绿道 

深圳－惠州 
深圳大鹏所城衔和惠州笔架山南部绕开大

亚湾核电站交界处 
结合城镇道路与绿地系统进行衔接 

江门－佛山 江门荷塘镇与佛山顺德均安镇交界处 横跨海洲水道，通过现有桥梁衔接 

佛山－广州 顺德陈村镇与番禺钟村交界处 通过国道 G105 进行衔接 

广州－东莞 番禺石楼镇与东莞麻涌镇交界处 
现在通过轮渡接驳，未来通过规划莲

花山大桥进行衔接 

3 号

绿道 

东莞－惠州 惠州博罗县石湾镇与东莞石龙镇交界处 横跨东江，通过罗浮山东江大桥衔接

广州－佛山 广州花都神山镇与佛山南海和顺镇交界处 结合城镇道路与绿地系统进行衔接 

佛山－中山 佛山顺德区容桂镇与中山东凤镇交界处 横跨鸡鸦水道，通过细窖大桥衔接 
4 号

绿道 
中山－珠海 中山神湾镇与珠海斗门区白蕉镇交界处 通过省道 S365 与新环大桥进行衔接 

惠州－东莞 惠州博罗县石湾镇与东莞石龙镇交界处 横跨东江，通过罗浮山东江大桥衔接5 号

绿道 东莞－深圳 东莞黄江镇与深圳光明街道交界处 通过两市绿化隔离带进行衔接 

肇庆－佛山 
肇庆四会大沙镇与佛山三水河口街道交界

处 

横跨北江，通过 321 国道和马房大桥

进行衔接 
6 号

绿道 
佛山－江门 佛山南海九江镇和江门鹤山沙坪镇交界处 横跨西江，通过九江大桥进行衔接 

 



 

 

 

图 4-14 珠三角绿道网城际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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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绿化缓冲区。 

绿化缓冲区是指围绕绿道周围进行生态控制的范围，主

要由地带性植物群落、水体、土壤等自然要素构成，是绿道

的生态基底，起到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安全，营造生态环境优

越、景观资源丰富的游憩空间的作用。绿化缓冲区总面积约

4410 平方公里，占珠三角总面积的 8%。根据其功能的不同

可分为生态型、郊野型和都市型三类。生态型以自然生态要

素为主，包括风景区、森林公园、湿地、水系湖泊等，面积

约 2050 平方公里；郊野型以半自然半人工要素为主，包括

农田、郊野公园、古村落等，面积约 1760 平方公里；都市

型以人工要素为主，主要包括城市内部的公园、广场、水系、

绿化带等，面积约 600 平方公里（图 4-15）。 



 

 

 

 

图 4-15 珠三角绿道网绿化缓冲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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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78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24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肇庆段的双龙、砚坑紫云

谷；郊野型面积约 28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肇庆段的龟顶山

森林公园、九龙湖旅游风景区、葫芦山旅游风景区，佛山段

的三水森林公园，广州段的万亩果园、广州莲花山风景名胜

区、南沙大角山滨海公园，中山段的海上庄园、红树林湿地，

珠海段的凤凰山等；都市型面积约 26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

肇庆段的七星岩风景区、砚阳湖、葫芦山旅游风景区－两江

并流湿地，佛山段的沙涌郊野公园－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

三水主城区，广州段的沙面－二沙岛－琶洲会展中心、大学

城、大山姆公园，珠海段的珍珠乐园、唐家镇、凤凰山－香

山、石花山－黑白面将军山等。 

2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154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78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广州段的流溪河国家森林

公园、五岳殿、天麓湖森林公园，东莞段的水濂山森林公园、

厚街森林公园、大岭山森林公园、东莞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深圳段的园洲风景区、三洲田、马峦山、西冲、东冲、七娘

山、排牙山，惠州段的铁炉嶂森林公园等；郊野型面积约 54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广州段的从化温泉旅游度假区、马仔山

公园、香雪公园，东莞段的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香飘四季农

业园、粤晖园，深圳段的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银

湖森林公园、马峦山－南澳、天后古庙－大鹏所城，惠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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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巽寮湾；都市型面积约 22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广州段的

从化城区、风云岭坪地公园、知识城－帽峰山，东莞段的麻

涌镇，深圳段的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银湖森林公

园－梧桐山，惠州段的大亚湾、铁炉嶂森林公园－巽寮湾等。 

3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62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江门段的潭江、圭峰山风

景区，佛山段的马宁山森林公园、南沙头湿地，东莞和惠州

段的东江；郊野型面积约 33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江门段的

帝都温泉、开平碉楼群、新宁铁路遗址、大西坑自然保护区，

佛山段的马岗湿地公园、顺峰山风景名胜区，广州段番禺中

央公园、余荫山房、化龙湿地，东莞段的香飘四季农业园、

滨江体育公园、石龙历史人文景观区，惠州段的博罗东山公

园、剑潭自然风景区、白面石自然保护区等；都市型面积约

4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江门段的荻海风采堂、道北寺、江门

主城区，佛山段的长鹿农庄－碧江金楼、东莞段滨江体育公

园－大王洲岛，惠州段的罗阳西湖公园、梅湖滨江公园－横

沥规划公园等。 

4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55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33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广州段的芙蓉嶂水库，中

山段的岐澳古道遗址等；郊野型面积约 170 平方公里，主要

位于佛山段的草场湿地公园、长鹿农庄－大小岗湿地公园，

滘中山段的细 大桥－中山主城区、大尖山、金钟水库、铁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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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森林公园－御温泉度假村等；都市型面积约 50 平方公里，

主要位于广州段的花都区，佛山段的千灯湖、禅城区，中山

段的紫马岭公园、小琅环自行车公园等。 

5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42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东莞段的东莞生态园，深

圳段的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等；郊野型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惠州段的罗浮山、东福渠、园洲镇滨江

绿地，东莞段石龙历史人文景观区、松山湖、黄牛埔森林公

园、大屏障森林公园，深圳段的横坑水库－银湖森林公园等；

都市型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惠州段排洪渠－东福

渠，东莞段的东莞生态园－松山湖，深圳段的茜坑森林公园

－横坑水库等。 

6 号绿道的绿化缓冲区面积约 500 平方公里，其中生态

型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肇庆段的马鞍山森林公园，

佛山段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九江大桥，江门段的大雁

山风景区－江门主城区、崖门炮台－古兜度假区等；郊野型

面积约 29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肇庆段的海心湖，佛山段的

两江并流湿地、金沙湿地公园－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

江门段的古劳水乡－大雁山风景区、圭峰山－崖门炮台等；

都市型面积约 10 平方公里，主要位于肇庆段的大沙镇，佛

山段的马鞍岗郊野公园，江门段的北街近代建筑群和白水带

风景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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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项配套规划 

根据绿道网总体布局，结合绿道连接的风景区、森林公

园、城镇建设区等发展节点，重点安排慢行道、标识系统、

基础设施等配套设施及服务系统、交通与换乘系统等（表

5-1），提供休憩、指示、停车、换乘、卫生、安全等服务。 
表 5-1 珠三角区域绿道专项配套设施要求 

类型 内  容 具体设施 设置目的 
步行道 步行道 提供散步、慢跑、游玩道路。 

自行车道 自行车道 提供骑自行车道路。 

无障碍道 无障碍道 为残障人士提供通道。 慢行道 

综合道 
步行道、自行车道、无障

碍道的综合体 
提供综合性慢行通道。 

信息标志 信息标识牌 
标明所处位置，提供区域绿道设施、

项目、活动等综合信息。 

指路标志 信息标识牌 传递行进方向和线路的信息。 

规章标志 信息标识牌 
传递法律法规方面的信息以及政府有

关绿道的相关举措等信息。 

警示标志 信息标识牌 

在绿道的临水、临崖等路段设置交通

安全防护装置和警示、警告标志，用

于提醒人们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确

保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 

安全标志 信息标识牌 
明确标注所处的位置，以便为应急救

助提供指导。 

标识系统 

教育标志 信息标识牌 体现绿道独特品质或特色。 

环境卫生设施 
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

收集处理点、公共厕所等。
防止污水和生活垃圾造成环境破坏。

交通设施 机动车、自行车停车场等。 方便使用者进入，提高绿道可达性。

配套

设施 

基础设施 

其他设施 
照明、通讯、防火、给排

水、供电设施等。 
方便使用、保障安全。 

游览设施服务点 信息咨询亭、游客中心等。 主要为使用者提供便民服务。 

服务系统 
管理设施服务点 

治安点、消防点、治安视

频监控系统等。 
主要为区域绿道的日常管理服务。 

轨道交通衔接点 自行车租赁、停车等服务。 实现绿道与公共交通的有机接驳。 换 乘 系

统 城市公交衔接点 自行车租赁、停车等服务。 实现绿道与公共交通的有机接驳。 

交 通

与 换

乘 系

统 

道 路 交

通衔接 

与道路交通的接

驳和衔接 

接驳与衔接设施，高架桥、

隧道、借道设施等。 

实现绿道与城市道路交通的有机衔

接，提高绿道的通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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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套设施。 

1．慢行道。 

慢行道分为步行道、自行车道、无障碍道和综合慢行道，

其设置应遵循最低生态影响原则，不应在生态敏感区开辟慢

行道，避免干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应充分合理利用现

有道路，做到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尽量做到两侧有景可观，

步移景异；满足旅游、护林防火、环境保护及生产、管理等

多方面的需要。慢行道路面铺装在满足使用强度的基础上，

鼓励采用环保活性材料，多采用软性铺装。要保证所选材料

能与绿道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并能代表当地特色或文

化特征。针对不同类型绿道的使用功能和地区，慢行道的宽

度应有所差异，具体参考标准如下（表 5-2）： 
表 5-2 各类慢行道的参考宽度标准 

慢行道类型 参考标准 
步行道 生态型绿道：1.2 米；郊野型绿道：1.5 米；都市型绿道：2 米。 

自行车道 生态型绿道：1.5 米；郊野型绿道：1.5 米；都市型绿道：3 米。 

无障碍道 生态型绿道：1.5 米 ；郊野型绿道：2 米；都市型绿道：3 米。 

综合慢行道 生态型绿道：2 米；郊野型绿道：3 米；都市型绿道：6 米。 

2．标识系统。 

绿道网标识系统包括信息标志、指路标志、规章标志、

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和教育标志等六大类。绿道网各类标识

牌必须清晰、简洁，并进行统一规范，按照规定进行严格设

置，应满足绿道网使用者的指引需求。各种标识牌一般应设



 

 42

置在使用者行进方向道路右侧或分隔带上，牌面下缘至地面

高度宜为 1.8～2.5 米。同一地点需设两种以上标志时，可合

并安装在一根标志柱上，但最多不应超过四种，标志内容不

应矛盾、重复。区域绿道同类标识牌设置间距不应大于 500

米。 

区域绿道所有标识要在统一规格的基础上，具有自身特

色，应能明显区别于道路交通及其他标识。为区别不同线路，

1 至 6 号绿道的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分别采用

红、橙、黄、绿、蓝、紫作为基底，其它类标志的标识牌底

色相同。 

3．基础设施。 

绿道网的基础设施包括入口、停车场、环境卫生、照明、

通讯、防火、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布设密度应因地

制宜，不能对珠三角绿道网所经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干扰。 

（1）入口：应该以方便使用者进入为基本原则，可设

立在已有道路、交通站点或景观节点附近。 

（2）停车场：除必要的消防、医疗、应急救助用车外，

限制机动车进入，在绿道入口处设置机动车停车场。机动车

停车场应设立在区域绿道边缘，远离生态敏感地区，靠近城

镇建成区。自行车停车场每隔 6 公里～10 公里设置一处，可

兼营自行车租赁业务。机动车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应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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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有资源，尽量减少修建新的各类停车场。停车场铺面

全部采用软性铺装改造或新建，以实现完全绿化、生态化和

透水化。 

（3）环境卫生设施：包括固体废弃物收集、污水收集

处理、公共厕所等各种设施，严格防止污水和各种生活垃圾

对绿道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垃圾箱和公共厕所的布置密度应

考虑所经地区的具体情况，生态型区域绿道的布设密度应最

小，郊野型区域绿道的布设密度居中，都市型区域绿道的布

设密度应最大。各种生活垃圾宜采用生态化的处理方式，尽

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4）照明设施：包括固定和流动两种形式，在郊野型

和都市型区域绿道中可设置固定照明设施，但仅限在慢行道

及重要节点上，以保障使用者安全通行，而生态型区域绿道

中则以流动照明方式为主。照明的范围和强度以不干扰动物

生活为基本原则，不应对野生动物生存、繁殖、迁徙等活动

造成威胁。绿道的照明设施应安全可靠、经济合理、节省能

源、维修方便、技术先进。 

（5）通讯工程：应配备完善的通讯系统以及应急呼叫

系统，满足使用者沟通呼叫需求。建立以有线为主、有线与

无线相结合的绿道通讯网络，保障通讯的畅通性。同时，结

合道路报警系统，在绿道内设立安全报警电话，作为应急呼

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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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火工程：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

应根据地区特点和保护性质，设置相应的安全防火设施。 

（7）给排水工程：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消防用

水的供给，宜分布在服务区和慢行道附近；生产生活污水在

满足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宜采用生态化的方式进行处理。 

（8）供电工程：应根据电源条件、用电负荷和供电方

式，本着节约能源、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的原则进行设计，

做到安全适用，维护管理方便。 

（二）服务系统。 

服务系统的设置应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职业类型、年龄

结构和消费层次绿道使用者的需求，包括区域级、城市级和

社区级三个层次。《规划纲要》主要提出区域级服务区的空

间布局和建设要求。 

1．空间布局。 

服务设施应采取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充

分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和设施进行布局。结合主要发展节点

和沿线城镇布局，平均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级服务

区（图 5-1）。 



 

 

 

图 5-1 珠三角绿道网区域级服务区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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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绿道共设置 15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肇庆双

龙、坑口街道、葫芦山，佛山荷花世界、南国桃园，广州沙

面、二沙岛、余荫山房、亚运村湿地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

中山岭南水乡、海上庄园、温泉度假城，珠海唐家湾镇以及

黑白面将军山。 

2 号绿道共设置 21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广州从

化良口、风云岭、马仔山、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天麓湖、陈

家林，东莞麻涌、水濂山、广州莲花山，深圳凤凰山、羊台

山、银湖、梧桐山、小梅沙、大鹏、西冲、七娘山、下沙，

惠州猴仔湾、霞涌以及巽寮。 

3 号绿道共设置 14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江门马

降龙村碉楼群、荻海风采堂、道北寺、圭峰山风景区，佛山

均安生态乐园、马岗湿地公园、长鹿农庄，广州番禺中央公

园、滨江体育公园，东莞石龙历史人文景观区，惠州龙溪镇、

罗阳、惠城以及水口。 

4 号绿道共设置 1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广州芙

蓉嶂水库、花都老虎岭、草场湿地公园，佛山沙涌郊野公园、

陈村镇、长鹿农庄，中山细窖大桥、三角渡口、紫马岭公园、

五桂山森林公园、磨刀门公园以及珠海御温泉度假村。 

5 号绿道共设置 6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惠州罗

浮山自然保护区、东江休闲区，东莞松山湖、大屏障森林公

园，深圳茜坑森林公园以及银湖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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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绿道共设置 10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肇庆四

会市海心湖、大沙镇，佛山三水区西南街道、南海区天子墓

风景区和西樵山风景区，江门鹤山市大雁山风景区、江门主

城区的白水带风景区、新会市的小鸟天堂、奇石－崖门炮台

以及古兜旅游区。 

2．建设要求。 

区域级服务区主要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

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治安视频

监控系统等，禁止建设不兼容项目。 

各项服务设施应靠近交通便捷的地区，一般布置在绿道

的出入口、节点地区及道路两侧，严禁布置在有碍景观和影

响环境质量的生态敏感地区。 

服务设施的高度一般以不超过林木高度为宜；兼顾观光

和游览作用的建筑物高度应服从景观需要；亭、廊、花架、

敞厅的楣子高度，应考虑游人通过或赏景的要求，不宜采用

粗糙饰面材料以及易刮伤肌肤和衣物的构造。 

服务设施的建筑密度以低于 5%为宜，最高不得超过

10%；空地率应达到 90%以上；绿地率应达到 75%以上；容

积率应低于 0.20；建筑层数最高不超过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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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衔接与换乘系统。 

1．交通衔接。 

绿道作为联系区域主要生态休闲资源的线形空间，在局

部地区会与国省道、轨道交通、主要城市干道共线或接驳。

由于绿道以慢行交通为主，与以轨道和机动车为主的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在交汇处会产生交通方式

不兼容的问题，因此需要考虑区域绿道与轨道交通、道路交

通及静态交通的衔接。 

区域绿道与交通系统的主要衔接方式有：通过轨道换乘

站点与轨道交通衔接；通过在绿道经过的国省道、城市干道

两侧设置自行车和人行道的方式实现绿道与国省道、城市干

道的衔接；通过客运站、停车场周边的接驳点与静态交通进

行衔接。《规划纲要》确定的 6 条区域绿道与道路交通的衔

接具体方式如下（表 5-3）： 
表 5-3 珠三角绿道网与交通系统衔接表 

绿道

名称 
所经城

市区段 
与轨道交通衔接 与道路交通衔接 与静态交通衔接 

肇庆 

通过肇庆站、新肇庆

站与广茂铁路、广佛

肇城际轨道衔接。 

与 321 国道衔接。 
与肇庆长途客运总站、肇庆城

东、城西、粤运等汽车站衔接。

佛山 
与广佛环线、广佛肇

城际轨道衔接。 

与 321 国道至北环西延线、沿

桂和路到里横路衔接。 

在广佛环线、广佛肇城际轨道

及主要道路的交通换乘点周

边设置绿道接驳点。 

广州 

与广州地铁 4 号线、

6 号线交通换乘站点

衔接。 

与主要干道系统如芳村大道、

六二三路、沿江路、广州大道、

华南快速干线、迎宾路等衔接。

在地铁 4 号线和 6 号线及主要

道路的交通换乘点周边设置

绿道接驳点。 

1 号 

绿道 

中山 与南朗镇城际轨道

站场衔接。 

与纵一线、横二线、横三线和

中顺快线等衔接。 

在民众镇、火炬高新技术产业

区、南朗镇等地的公交换乘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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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设置绿道接驳点。 

珠海 

与三乡、明珠、香洲

码头和南屏站点衔

接。 

与京珠高速、岐关路、港湾大

道、情侣北路、情侣中路、九

洲港路、情侣南路局部路段等

衔接。 

与金鼎汽车客运站、香洲北公

交枢纽站、香洲北车场、九洲

港公交枢纽站、九洲港客运换

乘中心、前山公交枢纽站衔

接。 

广州 

与规划中的轨道交

通 14 号线的换乘点

衔接。 

与主要干道系统如 105 国道、

街北高速的局部路段衔接。 

在主要的交通换乘点周边设

置绿道接驳点。 

东莞 
与佛莞深城际轨道

的洪梅站衔接。 

与广深高速公路、番莞高速公

路、常虎高速公路、西部干道

衔接。 

与虎门镇太平客运站、长安镇

长安汽车站等汽车站衔接。 

2 号 

绿道 

深圳 

与西部沿海铁路、广

深港客运专线、广深

铁路、厦深铁路、平

盐铁路等以及地铁 4

号线、5 号线、6 号

线、13 号线、15 号

线、16 号线衔接。 

与城市的主要干道系统有机衔

接。 

在主要的交通换乘点周边设

置绿道接驳点。 

江门 

与规划中的江恩城

际轨道的开平站衔

接。 

与开阳高速公路的恩城出口、

圣堂出口、沙湖出口、塘口出

口和新台高速公路的牛湾出

口、大江出口等衔接，绿道（江

门城区段）与北环路和西环路

衔接，绿道（沿潭江段）与河

堤衔接，绿道（恩平段）与 369

省道衔接，其余段与县道、乡

道有机衔接。 

在与绿道紧密联系的港口码

头包括港澳码头（江海区）、

鹤山港（鹤山市）、崖门港（新

会）设置接驳点。 

广州 

与规划中的轨道交

通 12 号线站点和换

乘点衔接。 

与主要干道系统如金山大道局

部路段衔接。 

在与绿道联系紧密的轨道和

道路交通站点周边设置接驳

点。 

东莞 
与佛莞深城际轨道

的东莞大道站衔接。

与广深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

路、沿江高速公路、石排大道

等衔接。 

在东莞汽车客运总站设置接

驳点。 

3 号 

绿道 

惠州 
与广惠城际轨道的

惠州火车站衔接。 

与滨海路及各镇区道路、沿海

高速公路、疏港大道、广惠高

速衔接。 

在大亚湾汽车站设置绿道接

驳点。 

广州 
与京广高速铁路站

点衔接。 

与主要干道系统如 106 国道的

局部路段衔接。 

在主要的交通换乘点周边设

置绿道接驳点。 

4 号 

绿道 

佛山 

与广佛珠城际轨道、

广佛环线、广珠城际

以及地铁 1、2、4、5、

6 号线等轨道交通的

换乘站点衔接。 

与沿东环路北延线、三乐路、

碧桂路现有公交站点衔接。 

在轨道交通桂城站和东平新

城站周边设置绿道接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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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 

与横三线、纵三线和

中顺快线的轻轨站

点衔接。 

与福源路、长江路、横五线、

纵六线等衔接。 

在东凤镇、阜沙镇、港口镇、

东区街道、五桂山镇、三乡镇、

神湾镇、水步镇的公交站点及

停车场设置绿道换乘点。 

珠海 — 

与斗门大桥、省道 365 线、井

岸桥、斗门中心路（北延段）、

斗门大道局部路段等衔接。 

在白蕉车场、斗门客货运输管

理服务中心及城区公交停靠

站设置绿道接驳点。 

惠州 — 

与长宁镇区东侧的东福渠、园

洲镇区西侧的东福渠至石湾镇

沙河北侧的滨河绿地堤上路衔

接。其余段与及各镇区周边城

镇道路衔接。 

在石湾汽车站周边设置绿道

接驳点。 

东莞 与松山湖东站衔接。

与龙林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

路、常虎高速公路、太和路、

石排大道衔接。 

在绿道沿线的主要汽车站、停

车场设置绿道接驳点。 
5 号 

绿道 

深圳 

与西部沿海铁路、广

深港客运专线、广深

铁路、厦深铁路、平

盐铁路以及地铁 4号

线、5 号线、6 号线、

13 号线、15 号线、

16 号线交接站点衔

接。 

与城市的主要干道系统有机衔

接。 

在绿道沿线的主要汽车站、停

车场设置绿道接驳点。 

肇庆 与广茂铁路衔接。 与省道 260 线衔接。 
与四会槎山、东城客运站衔

接。 

佛山 

与广佛肇城际轨道、

广佛环线和地铁 2、

3、4 号线轨道交通换

乘站点衔接。 

与沿三水大道、南九公路的公

交站点衔接。 

在绿道沿线的主要汽车站、停

车场设置绿道接驳点。 
6 号 

绿道 

江门 

通过江门南火车站

与规划中的江恩城

际轨道衔接。 

与佛开高速公路的雁山出口、

西部沿海高速的崖门出口衔

接。 

与港澳码头（江海区）、鹤山

港（鹤山市）、崖门港（新会）

等港口衔接。 

2．换乘系统。 

通过设置交通换乘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等服务，

实现绿道与区域公交网、城市公交网的有机接驳（图 5-2）。 

（1）与城际轨道交通的换乘。 

绿道经过城际轨道站点的地段，应设置换乘点与城际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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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行衔接。 

1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7 个，分别位于：肇庆站、

新肇庆站，广州荔湾、广州大学城、广州莲花山、南沙以及

珠海香洲码头。 

2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4 个，分别位于：东莞洪

梅站，深圳松岗站、新深圳站以及横岗站。 

3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6 个，分别位于：江门开

平站、江门站，佛山顺峰山站，广州长隆站，东莞大道站以

及惠州南岸路站。 

4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6 个，分别位于：广州花

都站，佛山新桂城站、佛山乐从站、佛山顺峰山站，中山石

岐站及中山三乡站。 

5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2 个，分别位于：东莞松

山湖东站，深圳体育场站。 

6 号绿道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 6 个，分别位于：肇庆四

会站，佛山三水站、佛山西樵山南站、佛山九江站，江门南

站以及江门古井站。 

（2）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换乘。 

绿道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应设置换

乘点与城市公交进行衔接。



 

 图 5-2 珠三角绿道网与城际轨道交通换乘点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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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绿道网建设指引  

（一）分类建设指引。 

根据生态型绿道、郊野型绿道和都市型绿道所处的不同

区位条件以及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现有设施的特征，策划

特色鲜明、独具魅力、城乡分野的各类活动，以满足不同层

次、不同时间、不同年龄居民的多种需求，有效提升城乡环

境的宜居水平（图 6-1）。 

1．生态型绿道。 

主要位于广州帽峰山、深圳马峦山和排牙山、佛山西江

沿岸、江门古兜山和圭峰山、东莞莲花山、中山五桂山、惠

州铁炉嶂等距城镇地区较远的自然生态区域，总长约 348 公

里。生态型绿道通过连接山林、水库等生态资源，不仅为野

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和迁徙廊道，也为开展科普教育、生态

养生、户外运动、野外探险等活动提供场所，能够为居民营

造一个了解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和享受大自然的生态空间，

并有利于保护地域特色景观，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促

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生态型绿道适宜开展生态考察、观鸟等科普教育活动；

露营、消暑、文化考古、日落观景等生态养生活动；漂流、 



 

 图 6-1 珠三角绿道网分类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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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钓、登山、划船、骑马等户外运动；森林探险、野外生存

体验、海岸线穿越、定向越野等野外探险活动。在生态型绿

道控制范围内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策略，加强对原生环境的

恢复、维护和保育，除最基本的绿道配套设施外，禁止其它

开发建设行为，允许存在的设施的建筑密度应低于 2%，容

积率低于 0.04，建筑层数不得超过 2 层（表 6-1）。 
表 6-1 生态型区域绿道发展功能与建设指引 

城市 绿道名称 主要路段 
长度 

（公里）

主要 
功能 

控制 
要求 

2 号绿道 

流溪河公家森林公园段；五岳殿段；大

尖山森林公园段；白水寨风景名胜区

段；天麓湖森林公园段。 

29 
广州 

4 号绿道 芙蓉嶂水库段；丫髻岭森林公园段。 13 

2 号绿道 

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马峦山森林

公园段；南澳－西冲段；东冲－天后古

庙段；打马坑水库－排牙山段。 

76 
深圳 

5 号绿道 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段。 22 

珠海 — — — 

3 号绿道 
均安生态乐园－马宁山森林公园－顺

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段。 
24 

佛山 

6 号绿道 
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九江

大桥段。 
12 

2 号绿道 铁炉嶂森林公园段。 8 
惠州 

3 号绿道 龙溪镇滨江绿地－罗阳镇镇区西侧段。 30 

2 号绿道 
水濂山森林公园－莲花山自然保护区

段。 
24 

东莞 

5 号绿道 
南社古村落北－东莞生态园－生态园

大道延长段。 
11 

中山 4 号绿道 五桂山岐澳古道段。 11 

3 号绿道 
圭峰山段；马降龙村碉楼群段；开平潭

江水岸带段。 
21 

江门 

6 号绿道 
大雁山风景区－江门主城区段；崖门炮

台－银湖湿地段。 
28 

1 号绿道 
双龙－三榕水厂段；坑口街道－砚坑紫

云谷段。 
24 

肇庆 

6 号绿道 
马鞍山森林公园－海心湖段；飞鹅岭

段。 
15 

1．科普教

育活动：生

态考察、观

鸟等。 

2．生态养

生活动：露

营、消暑、

文化考古、

日 落 观 景

等。 

3．户外运

动：拓展、

漂 流 、 垂

钓、登山、

划船、骑马

等。 

4．野外探

险活动：森

林探险、野

外 生 存 体

验、海岸线

穿越、定向

越野等。 

1．建议绿廊控

制范围宽度不

低于 200 米；步

行道宽度不低

于 1.2 米；自行

车道宽度不低

于 1.5 米；综合

慢行道宽度不

低于 2 米。 

2．实施严格的

生态保护策略，

加强对原生环

境的恢复、维护

和保育，除最基

本的绿道配套

设施外，禁止其

它开发建设行

为，允许存在的

设施的建筑密

度应低于 2%，

容 积 率 低 于

0.04，建筑层数

不得超过 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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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郊野型绿道。 

主要位于连接城乡建成区与生态地区的过渡地带，总长

约 884 公里。郊野型绿道连接了森林公园、度假区、风景旅

游区、郊野公园等生态休闲资源，为开展体育赛事、农业体

验、节庆民俗和乡野美食等活动提供场所，同时为居民营造

一个既可以享受城镇的便利服务又可以体验乡野美景的休

闲空间。郊野型绿道的建设能够提高城镇及周边地区的景观

质量，重塑田园风光，改善城乡发展环境，增加农业人口的

就业机会。 

郊野型绿道适宜开展夏令营、桑基鱼塘观光、采摘、赏

荷和五彩花田体验等农业体验活动；自行车赛、龙舟赛、高

尔夫、水上摩托赛、皮划艇赛等体育赛事活动；主题摄影、

荔枝节、水乡节和茶艺节等节庆民俗活动；农家乐、美食探

寻和野餐等乡野美食活动。在郊野型绿道控制范围内，允许

在限定条件下进行与其功能不相冲突的低强度开发建设，允

许存在的设施的建筑密度以低于 5%为宜，最高不得超过

10%，容积率应低于 0.20，建筑层数不超过 3 层（表 6-2）。 
表 6-2 郊野型区域绿道发展功能与建设指引 

城

市 
绿道名称 主要路段 

长度 
（公里）

主要 
功能 

控制 
要求 

1 号绿道 
莲花山段；亚运村湿地公园段；万顷沙公园段；

南沙湿地公园段。 
53 

2 号绿道 广州帽峰山森林公园段；白云山风景区段。 88 

3 号绿道 全段。 40 

广州 

4 号绿道 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段。 11 

深圳 2 号绿道 凤凰山风景区－银湖森林公园段；马峦山森林 110 

1．农业

体 验 活

动：夏令

营、桑基

鱼 塘 观

光 、 采

1．绿廊控

制范围宽

度建议不

低于 100

米；步行

道宽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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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绿道 横坑水库－银湖森林公园段。 22 

1 号绿道 会同村段；凤凰山风景区段。 20 
珠海 

4 号绿道 全段。 29 

1 号绿道 
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乐平

段。 
15 

3 号绿道 顺德容桂段；顺峰山－长鹿农庄段。 14 

4 号绿道 
南海区里水北段；陈村－都宁岗段；长鹿农庄

－大小岗郊野公园段；顺德容桂－中山段。 
31 佛山 

6 号绿道 

三水城区南部－狮山段；马鞍岗郊野公园北段；

马鞍岗郊野公园南段－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

名胜区段。 

55 

2 号绿道 

小桂湾－笔架山森林公园段；黄布角－惠东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段；稔山镇镇区南侧－巽寮湾

休闲度假区段。 

6 

3 号绿道 

罗浮山东江大桥－白莲湖村段；罗阳镇镇区东

侧－惠城区建成区西侧段；水口街道办事处东

侧－横沥镇镇区西侧段。 

29 惠州 

5 号绿道 

罗浮山东江大桥－园洲镇白沙河段；东福渠（九

潭）－东福渠（长宁）段；长宁镇镇区北侧－

罗浮山自然保护区段。 

19 

2 号绿道 

广莞交界处－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段；道滘水乡

风情－水濂公园段；莲花山保护区－深莞交界

处段。 

17 

3 号绿道 
麻涌－粤晖园段；粤晖园－滨江体育公园段；

大王洲－罗浮山东江大桥段。 
39 

东莞 

5 号绿道 
东江－南社古村落北侧段；松山湖－大屏嶂森

林公园段。 
20 

1 号绿道 岭南水乡段；红树林湿地段。 35 

中山 
4 号绿道 

鸡鸦水道段；金钟水库段；大尖山段；铁炉山

森林公园段；磨刀门公园路段。 
59 

3 号绿道 大西坑段；小鸟天堂段；帝都温泉段。 90 
江门 

6 号绿道 大雁山段；潭江沿线段。 53 

1 号绿道 九龙湖－葫芦山段。 19 
肇庆 

6 号绿道 海心湖－飞鹅岭段；鼎湖区贝水镇段。 10 

摘、赏荷

和 五 彩

花 田 体

验等。 

2．体育

赛 事 活

动：高尔

夫、自行

车赛、龙

舟赛、水

上 摩 托

赛、皮划

艇赛等。 

3．节庆

民 俗 活

动：主题

摄影、荔

枝节、水

乡 节 和

茶 艺 节

等。 

4．乡野

美 食 活

动：农家

乐、美食

探 寻 和

野餐等。 

低 于 1.5

米；自行

车道宽度

不 低 于

1.5 米；综

合慢行道

宽度不低

于 3 米。

2．允许在

限定条件

下进行与

其功能不

相冲突的

低强度开

发建设，

允许存在

的设施的

建筑密度

以 低 于

5%为宜，

最高不得

超 过

10%，容积

率应低于

0.20，建筑

层数最高

不超过 3

层。 

3．都市型绿道。 

主要位于各市中心城区路段，总长约 458 公里。都市型

绿道为开展餐饮购物、文化展示、休闲观光和康体健身等活

动提供场所，能够为城市居民在繁华和喧嚣的都市中营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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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绿色、静谧、便利的游憩空间，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的生

活质量，促进周边地区的土地升值，促进城市商业发展和旧

城区的复兴，增强城市活力和吸引力，扩大城市居民消费，

并增加城市居民就业机会。 

都市型绿道适宜开展主题酒吧、美食节、啤酒节、购物

节等餐饮购物活动；书法大赛、摄影大赛、创意大赛、街头

展示、行为艺术、会展旅游等文化展示活动；滨海观光、都

市夜游等休闲观光活动；舞蹈、太极拳等康体健身活动。在

都市型绿道控制范围内配合城市居民的休闲使用，主要以人

工绿化、配套设施、交通换乘点为主，允许已有设施依据城

市绿地的控制要求进行改造完善（表 6-3）。 
表 6-3 都市型区域绿道发展功能与建设指引 

城市 绿道名称 主要路段 
长度 

（公里）

主要 
功能 

控制 
要求 

1 号绿道 广州的荔湾段；海珠段；番禺段 57 

2 号绿道 
良口桥头公园段；从化河岛公园段；熊氏祠

堂段；增城滨江西公园段。 
35 广州 

4 号绿道 丫髻岭森林公园－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段 14 

2 号绿道 
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段；银湖森林

公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段。 
47 

深圳 

5 号绿道 茜坑森公园－横坑水库段。 5 

珠海 1 号绿道 唐家湾段；吉大拱北段。 24 

1 号绿道 
东风水库段、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段、沙涌

郊野公园段。 
31 

3 号绿道 
马岗湿地公园－顺峰山段；长鹿农庄－碧江

金楼段。 
19 

4 号绿道 
南海区里水南段－陈村段；都宁岗公园－长

鹿农庄段；大小岗郊野公园－容桂段。 
38 

佛山 

6 号绿道 马鞍岗郊野公园段。 4 

2 号绿道 

笔架山森林公园－铁炉嶂森林公园西侧段；

铁炉嶂森林公园东侧－黄布角段；稔山镇镇

区段。 

35 惠州 

3 号绿道 白莲湖村－龙溪镇滨江绿地段；罗阳镇镇区 38 

 

 

 

1．餐饮购

物活动：主

题酒吧、美

食节、购物

节和啤酒

节等。 

2．文化展

示活动：书

法大赛、摄

影大赛、创

意大赛、街

头展示、行

为艺术、会

展旅游等。 

3．休闲观

光活动：滨

 

 

 

 

1．绿廊控

制范围宽

度建议不

低 于 20

米；步行道

宽度不低

于 2 米；自

行车道宽

度不低于

3 米；综合

慢行道宽

度不低于

6 米。 

2．主要以

人工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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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惠城区建成区－水口街道办事处段。 

5 号绿道 白沙河－东福渠（九潭）段；长宁镇镇区段。 9 

2 号绿道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麻涌镇中心区段。 5 

3 号绿道 滨江体育公园－可园段。 7 东莞 

5 号绿道 城市建成区内的生态园大道－松山湖段。 12 

中山 4 号绿道 
紫马岭公园段；孙文公园段；五桂山公园路

段。 
14 

3 号绿道 
江门城区西部段；新会市城区西北部段；罗

坑－牛湾段；开平市城区段；台山市城区段。
19 

江门 

6 号绿道 古劳水乡段；江门市主城区的东部沿江段。 11 

1 号绿道 端州区七星岩段；砚洲岛—九龙湖段。 32 
肇庆 

6 号绿道 四会市大沙镇段。 2 

海观光、都

市夜游等。 

4．康体健

身活动：舞

蹈、太极

拳、健身

等。 

配套设施、

交通换乘

点为主，允

许已有设

施的建设

依据城市

绿地的要

求进行管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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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市建设指引。 

1．广州市。 

经过广州的区域绿道包括 1 号绿道、2 号绿道、3 号绿道

和 4 号绿道（图 6-2），主线长约 340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640 万人。其中 1 号绿道主线长约 110 公里，由佛山黄岐街

道进入广州，到南沙大角山滨海公园后向西进入中山；2 号

绿道主线长约 152 公里，起于广州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到

香雪公园向南进入东莞；3 号绿道主线长约 40 公里，由佛山

陈村进入广州番禺钟村，到广州莲花山风景名胜区后进入东

莞；4 号绿道北起广州芙蓉嶂水库，途经新街河及巴江河，

全长约为 38 公里。



 

 

 

图 6-2 珠三角绿道网（广州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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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1 号绿道（广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佛山黄岐街道进入广州石井镇，途经沙面、珠江前后航道、大学城、广州莲

花山风景名胜区、亚运村湿地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南沙大角山滨海公园，至南沙湿

地公园后向西进入中山，长约 110 公里。 

支线包括广州亚运村支线、万亩果园支线、广州体育馆支线、南沙湿地支线、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支线等。 

绿道类型 

（1）郊野型：长约 53 公里，包括莲花山、亚运村湿地公园、万顷沙公园、南沙湿

地公园等路段，主要开展主题乐园、农家乐、荔枝节、摄影、自行车赛等活动。 

（2）都市型：长约 57 公里，包括广州的荔湾、海珠、番禺城区等路段，主要发展

酒吧街、创意大赛、会展参观、体育赛事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沙面、二沙岛、珠江新城、琶洲会展中心、万亩果园、大学城、岭南印象、化

龙湿地公园、莲花山风景名胜区、亚运村湿地公园、大山乸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南

沙大角山滨海公园、万顷沙公园、南沙湿地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珠三角区域绿道（省立）规划设计技术指引》（以下简称《技

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

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红色”基底，区别于其它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4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沙面、余荫山房、亚运村湿地公园、黄山

鲁森林公园。同时，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

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荔湾站、大学城站、莲花山站、南沙站等 4 个与轨道交通的

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

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主要以珠江前后航道为脉络，穿越广州的中心城区等城市建设密集区，经过荔湾区、

越秀区、海珠区、番禺区及南沙区，经过新城市轴线、会展中心、亚运会场馆等重要功

能地区，其中西段配合广佛一体化进程，以展现城市中心区沿珠江的景观为主，南段与

亚运的相关场馆设施结合，成为展现亚运风采的迎宾之路。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轨道交通四号线和六号线，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点

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与主要干道系统如芳村大道、六二三路、沿江路、广州大道、华南

快速干线、迎宾路等衔接，居民可以在道路沿线通过机动车换乘进入绿道。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郊野型绿道连接广州市南部地区的大片生态绿地，如果树保护区、

莲花山风景名胜区、亚运村湿地公园、黄山鲁森林公园、南沙大角山海滨公园、南沙湿

地公园等。 

（2）城市绿地：都市型绿道连接广州市中部的海心沙、琶洲体育公园、大山乸公园

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主线亚运村－沙面绿道段，长约 55 公里；支线海心沙－广州体育馆段，长约 14 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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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2 号绿道（广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北起广州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途经从化温泉、流溪河、帽峰山森林公园、香

雪公园、陈家林森林公园、增江河，向南经广州新塘镇进入东莞望牛墩镇，长约 152 公

里。支线分别位于十字窖生态绿地、知识城。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9 公里，包括流溪河公家森林公园、五岳殿、大尖山森林公园、

白水寨风景名胜区、天麓湖森林公园等路段，主要开展生态养生、科普教育、生态考察、

森林穿越探险、登山探险、野外生存体验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88 公里，包括广州帽峰山森林公园、白云山风景区等路段，主

要开展体育赛事、农业体验、节庆民俗、乡野美食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35 公里，包括良口桥头公园、从化河岛公园、熊氏祠堂、增城

滨江西公园等路段，可结合城市居民活动主要开展体育健身、主题论坛、才艺竞技、都

市夜游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流溪河森林公园、从化温泉度假村、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白水寨风景名胜区、

五月殿、曾氏大宗祠、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太阳岛游乐园、帽峰山森林公园、天麓湖森

林公园、香雪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橙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6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从化温泉旅游度假区、从化风云岭坪地

公园、北回归线标志塔公园、广东国际划船中心、天麓湖森林公园、陈家林森林公园。

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

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经过从化市、花都区、萝岗区及增城市； 

（2）穿越广州的北部和东部地区等山体连绵，风光秀丽的地区，与从化市、花都区、

萝岗区及新塘区等片区的发展空间衔接；为广州东北部城镇居民提供一个休闲、观光的

开敞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规划中的地铁十四号线，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点的

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在经过的 105 国道和城市干道沿线设置自行车道和人行道。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郊野型绿道连接广州北部的从化山地生态斑块、帽峰山生态斑块、

增城市南部农业生态斑块等，以及广州市北部地区的大片生态绿地，如流溪河森林公园、

从化温泉度假村、北回归线标志塔公园、帽峰山森林公园、天麓湖森林公园等。 

（2）城市绿地：都市型绿道连接广州市的广东国际划船中心、白海面、新塘沿江公

园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增江河绿道段，长约 4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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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3 号绿道（广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佛山顺德陈村进入广州番禺钟村，途经大夫山森林公园、长隆水上乐园、番

禺中央公园、余荫山房、化龙湿地公园、莲花山，由莲花山北部进入东莞麻涌镇，长约

40 公里。 

支线位于广州南站。 

绿道类型 全段均为郊野型绿道，主要开展体育赛事、农业体验、节庆民俗、乡野美食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鳌山古墓群、大夫山森林公园、长隆水上乐园、番禺中央公园、余荫山房、化

龙湿地公园、莲花山风景名胜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黄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1 个区域级服务区，位于番禺中央公园。依托现有景点内的旅游接待设

施，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服务中

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长隆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

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主要穿越广州的南部的番禺区，连接了重要的文化设施和景点，使 3 号绿道成为广

州番禺区内重要的休闲慢行道。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规划中的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

点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与主要干道系统如金山大道局部路段衔接，居民可以在道路沿线通

过机动车换乘进入绿道。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郊野型绿道连接广州市南部的重要的生态绿核，如大夫山和滴水岩

绿核以及广州市番禺区的生态绿地和众多森林公园。 

（2）城市绿地：都市型绿道连接番禺中央公园、横江公园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设

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莲花山风景区－广州南站绿道，全长约为 1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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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4 号绿道（广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北起广州芙蓉嶂水库，向南途经丫鬓岭森林公园、新街河及巴江河，由花都神

山镇进入佛山南海和顺镇，长约 38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13 公里，包括起始段至丫髻岭森林公园路段，主要开展生态养

生、科普教育、生态考察、野外探险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11 公里，包括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段，主要开展体育赛事、农

业体验、节庆民俗、乡野美食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14 公里，包括广州段丫髻岭森林公园至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段，

主要开展体育健身、主题论坛、才艺竞技、都市夜游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芙蓉嶂水库、新街河滨河公园、丫髻岭森林公园、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绿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芙蓉嶂水库、丫髻岭森林公园。服务设

施应依托现有景点内的旅游接待设施，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

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花都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

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主要穿越广州的北部的花都区、白云区，成为广州北部重要的生态休闲慢行道。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道路交通：与主要干道系统如 106 国道的局部路段衔接，居民可以在道路沿线

通过机动车换乘进入绿道。 

（2）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以广州花都、白云地区的自然、生态景观为主，串联广州北部的花都北、西部生态

斑块与白云西部农业生态斑块等多个生态斑块，设置到广州市花都区、白云区的生态绿

地和众多森林公园，如芙蓉嶂水库、新街河滨河公园、丫髻岭森林公园、炭步白坭河滨

水公园等的连通线。 

（1）区域绿地：郊野型绿道连接广州市北部的花都北、西部生态斑块与白云西部农

业生态斑块等多个生态斑块，以及广州市花都区、白云区的生态绿地和众多森林公园如

芙蓉嶂水库、丫髻岭森林公园、炭步白坭河滨水公园等。 

（2）城市绿地：都市型绿道连接新街河滨河公园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

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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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 

经过深圳市的区域绿道有两条，包括 2 号绿道和 5 号绿

道（图 6-3），主线总长约 282 公里，支线长约 18 公里，直

接服务人口约 545 万人。其中 2 号绿道从东莞大岭山森林公

园进入深圳罗田森林公园，贯穿深圳东西，经过宝安区、南

山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和龙岗区，至排牙山，长约

233 公里。开辟从仙湖植物园至大运公园的大运支线，长约

18 公里；5 号线从东莞大屏障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光明森林公

园，向南延伸至银湖森林公园与 2 号绿道对接，长约 49 公

里。 



 

 

 

图 6-3 珠三角绿道网（深圳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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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2 号绿道（深圳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从东莞大岭山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市西北侧，依次途经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

景区、铁岗森林公园、羊台山森林公园、塘朗山－梅林森林公园、布心森林公园、仙湖

植物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马峦山森林公园、大小梅沙、南澳、西冲、东冲、七

娘山、大鹏所城，至排牙山，沿滨海岸线进入惠州市。主线长约 233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76 公里，包括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马峦山森林公园段、南

澳－西冲段、东冲－天后古庙段、打马坑水库－排牙山段等 4 段，主要开展登山、滨海

观光、生态科普考察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110 公里，包括凤凰山风景区－银湖森林公园段、马峦山森林公

园－南澳段、西冲－东冲段、天后古庙－打马坑水库段等 4 段，主要开展郊野休闲、户

外运动、旅游观光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47 公里，包括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段、银湖森林公园

－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段等 2 段，主要开展酒吧休闲、餐饮、文化娱乐等活动。 

发展节点 

主要发展节点 24 处：包括罗田森林公园、凤凰山风景区、铁岗森林公园、羊台山森

林公园、西丽湖度假区、塘朗山－梅林森林公园、银湖森林公园、布心森林公园、仙湖

植物园、大运公园、梧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山风景区、三洲田、大小梅沙、雷公山、

下沙、南澳、西冲、东冲、七娘山、桔钓沙、天后古庙、大鹏所城以及排牙山等。 

次要发展节点 19 处：包括老虎坑水库、车丁坑、洋涌河、五指耙水库、东方林果场、

长流陂水库、七沥水库、笔架山公园、洪湖公园、龙口水库、马峦山森林公园、葵涌度

假村、金海滩度假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咸头岭沙兵遗址、青少年度假营、金水湾

度假村、锣鼓山郊野公园以及打马坑水库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

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橙色”基底。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10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凤凰山、羊台山、银湖、仙湖、小梅沙、

雷公山、下沙、西冲、七娘山、大鹏所城。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

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穗莞深城际轨道的松岗站、广深铁路新深圳站、深惠城际体

育场站、横岗站和龙岗站等 5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横贯深圳东西，经过宝安区、福田区、罗湖区、盐田区，龙岗区，其中东段穿越盐

田街道，其余段沿城镇外围布设，与各街道或城镇发展空间衔接。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西部沿海铁路、广深港客运专线、广深铁路、厦深铁路、平盐铁

路等以及地铁 4 号线、5 号线、6 号线、13 号线、15 号线、16 号线充分衔接，考虑与轨

道站点的换乘，增强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与城市干道系统通过设置自行车道或人行道进行有机衔接。 

（3）静态交通：在主要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主要串联深圳南部地区的各大森林公园以及东部生态保护区，与深

圳生态控制线衔接。 

（2）城市绿地：预留建设城市绿道，与内部的绿地系统有机衔接。绿道路径设置应

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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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段建设 
马峦山森林公园－大小梅沙－雷公山段，长约 19 公里；银湖森林公园－梧桐山国家

级森林公园段，长约 23 公里。 

 
表 6-9  5 号绿道（深圳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从东莞市大屏障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市，依次连接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

横坑水库、甘坑水库、黄牛湖水库、鸡公山，至银湖森林公园与 2 号绿道对接。主线长

约 49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总长约 22 公里，包括从光明森林公园至茜坑森林公园段，主要开展

登山、科普考察、旅游观光等活动。 

（2）郊野型：总长约 22 公里，包括从横坑水库至银湖森林公园段，提供主要开展

郊野休闲、户外运动、野餐露营等活动服务。 

（3）都市型：总长约 5 公里，包括从茜坑森公园至横坑水库段，主要开展健身活动、

酒吧休闲、餐饮、文化娱乐等活动。 

发展节点 
主要发展节点 2 处：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 

次要发展节点 4 处：横坑水库、甘坑水库、黄牛湖水库、鸡公山。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

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蓝色”基底。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茜坑森林公园、银湖森林公园（与 2 号

绿道共用），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

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深惠城际轨道体育场站（与 2 号线共用）与轨道交通衔接，

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自北向南经过深圳光明新区、龙岗区、罗湖区，北段与光明街道、中段与观澜镇和

布吉镇、南段与笋岗街道的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深圳中部地区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西部沿海铁路、平南铁路、厦深铁路等以及地铁 5 号线、13 号线、

16 号线等充分衔接，考虑与轨道站点的换乘，增强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与城市的主要干道系统有机衔接，考虑与公交站点的换成，增强绿

道可达性。 

（3）静态交通：在主要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串联了深圳中部地区的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以及主要水库，

利用沿途的自然生态或城市外围的郊野风光。 

（2）城市绿地：预留建设城市绿道，与内部的绿地系统有机衔接。绿道路径设置应

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光明森林公园－茜坑森林公园段，长约 20 公里。 

 



 

 65

3．珠海市。 

经过珠海的区域绿道包括 1 号绿道和 4 号绿道（图 6-4），

主线总长约 73 公里，支线总长约 4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110 万人。其中 1 号绿道从珠海金鼎镇和中山南朗镇交界处

进入珠海，止于黑白面将军山，长约 44 公里，支线从唐家

湾镇延伸至淇澳岛，长约 4 公里；4 号绿道从斗门大桥进入

珠海，止于御温泉度假城，主线长约 29 公里。 
 



 

 

 

图 6-4 珠三角绿道网（珠海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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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1 号绿道（珠海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中山南朗镇进入珠海金鼎镇，到达珠海香洲区的会同村后折向东，经淇澳岛

至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后折向南，经凤凰山风景区、珠海渔女和板樟山，最终到达黑白面

将军山。主线长约 44 公里。 

支线起于唐家湾主线拐点，延伸至淇澳岛。支线长约 4 公里。 

绿道类型 

（1）郊野型：长约 20 公里，包括会同村、凤凰山风景区等路段，主要开展登山、

农业观光、摄影等活动。 

（2）都市型：长约 24 公里，包括唐家湾、吉大拱北等路段，主要开展观赛车、购

物、美食、观日出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会同村、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珍珠乐园、淇澳岛省立

公园、唐家湾历史文化名镇、凤凰山风景区、板樟山森林公园、石花山公园、将军山森

林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红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设置会同村和黑白面将军山两

个区域级服务区。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

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香洲码头轻轨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

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经过金鼎镇、唐家湾镇、前山镇及香洲城区；与会同村、高新区及唐家湾镇等片区

的发展空间衔接，结合情侣路，为珠海东部沿海区域的居民提供休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三乡、明珠、香洲码头和南屏的站点衔接。 

（2）道路交通：与京珠高速、岐关路、港湾大道、情侣北路、情侣中路、九洲港路、

情侣南路局部路段等衔接。 

（3）静态交通：在金鼎汽车客运站、香洲北公交枢纽站、香洲北车场、九洲港公交

枢纽站、九洲港客运换乘中心、前山公交枢纽站等换乘点周边设置绿道接驳点。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结合自然山体、河流水域、基本农田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的环状绿

地，以淇澳岛省立公园、凤凰山、将军山、石景山、观澳平台等为区域绿道的节点，符

合珠海市绿地系统规划要求。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滨海、滨河、环山绿带，以野狸岛、香山、珠海渔女、烟

墩山、海滨泳场、石花山、九洲岛、九洲港等为绿道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

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1 号绿道（珠海段）全部主线和支线，长约 4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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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4 号绿道（珠海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中山神湾镇进入珠海白蕉镇，沿黄杨海及三门海西岸至莲州生态保育区、黄

杨山风景区，最终到达御温泉度假村。主线长约为 29 公里。 

绿道类型 
全部为郊野型。包括莲州生态保育区、黄杨山风景区、御温泉度假村段，主要开展

摄影比赛、户外拓展训练、自行车赛、休闲度假、生态教育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莲州生态保育区、黄杨山风景区、金台寺、御温泉度假村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育

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绿色”基底，区别于其它线

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珠海段设置御温泉度假村区域

级服务区，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三乡、红旗轻轨站等 2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

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经过白蕉镇、上横镇、斗门镇；与珠海的斗门区白蕉镇、上横镇、斗门镇等片区的

发展空间衔接，连接了斗门区内分布的山丘型旅游地、地热与温泉、康体游乐休闲度假

地等重要的绿地与景观资源，为沿线居民提供休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道路交通：与斗门大桥、S365 线、井岸桥、斗门中心路（北延段）、斗门大道

局部路段等衔接。 

（2）静态交通：珠海市白蕉车场、斗门客货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及城区公交停靠站换

乘，保证绿道的可达性。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主要依托滨河、环山绿带及基本农田斑块，以黄杨河、黄杨山、莲

洲生态保育区等为区域绿道的节点，符合珠海市绿地系统要求。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滨河、环山绿带和中心城区范围内规划的隔离绿带，沿水

域、高速公路、铁路、城市道路等两侧布置的带状绿地，以御温泉、金台寺等为区域绿

道的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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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佛山市。 

经过佛山市的区域绿道包括 1 号绿道、3 号绿道、4 号

绿道和 6 号绿道（图 6-5），绿道主线总长约 243 公里，支线

总长约 45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350 万人。其中 1 号绿道

由肇庆四会大沙镇进入佛山，止于沙涌郊野公园，主线长约

46 公里，侨鑫生态园支线长约 9 公里；3 号绿道由江门市棠

下镇进入佛山，止于碧江金楼，长约 57 公里；4 号绿道广州

白云区江高镇进入佛山，止于大小岗郊野公园，主线长约 69

公里，佛山鲤鱼沙湿地公园支线长约 24 公里；6 号绿道由肇

庆四会大沙镇与 1 号绿道并线进入佛山，止于九江璜玑鹭鸟

天堂风景名胜区，长约 71 公里，佛山两江并流湿地支线长

约 12 公里。 



 

 

 

图 6-5 珠三角绿道网（佛山段）指引图 



 

 69

表 6-12  1 号绿道（佛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肇庆四会大沙镇经马房大桥进入佛山市，途经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旅游

度假区、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沙涌郊野公园，沿广佛高速由佛山黄岐街道连接至广州

石井镇。主线长约 46 公里。 

支线起于三水森林公园，经云东海连接侨鑫生态园，是一条郊野型线路。支线长约

9 公里。 

绿道类型 

（1）郊野型：长约 16 公里，包括三水森林公园至乐平段，途经荷花世界旅游度假

区，主要为南海、三水居民提供接触自然的休闲慢行道，开展高尔夫、采摘、赏荷等活

动。 

（2）都市型：长约 31 公里，包括东风水库、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沙涌郊野公园

等路段，为佛山居民提供休闲慢步的场所，主要开展影视拍摄、创意产业、购物、美食

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东风水库、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沙涌

郊野公园、云东海以及侨鑫生态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红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和南国桃园旅游度假

区。同时，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

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

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跨越三水、南海等区与广州市连接，主要经过西南、大沥组团。 

（2）周边乐平、里水、狮山、罗村、禅城、桂城等组团的居民以及广州、肇庆游客

可通过城市交通系统十分方便的进入。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广佛环线和广佛肇城际轨道，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

点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肇庆与佛山的连接借道马房大桥实现，经 321 国道至北环西延线、

北环，沿桂和路到里横路，居民可以在道路沿线通过机动车换乘进入绿道。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西段连接佛山市西面的大片生态绿地，如三水森林公园、云东海、

侨鑫生态园以及荷花世界旅游度假区等。 

（2）城市绿地：东段都市型绿道连接南国桃园旅游度假区、沙涌郊野公园等城市绿

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1 号线（佛山段）全部主线和支线，长约 5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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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3 号绿道（佛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江门市棠下镇经西江大桥进入佛山市顺德均安镇，途经均安生态乐园、顺德

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马岗湿地公园、顺峰山风景名胜区、横沙围湿地公园、碧江金

楼，通过屏山大桥从佛山陈村镇进入广州番禺钟村。主线长约 57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4 公里，包括顺德区均安段，连接均安生态乐园、马宁山森林

公园和顺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 

（2）郊野型：长约 14 公里，包括顺德容桂段和顺峰山至长鹿农庄段。 

（3）都市型：长约 19 公里，包括马岗湿地公园至顺峰山段和长鹿农庄至碧江金楼

段。 

发展节点 
包括均安生态乐园、马宁山森林公园、顺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马岗湿地公园、

顺峰山风景名胜区、长鹿农庄、横沙围湿地公园、都宁岗森林公园、碧江金楼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黄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设置 3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均安生态乐园、马岗湿地公园和长鹿农

庄。服务设施应依托现有景点内的旅游接待设施，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旅游服务

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顺峰山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主要经过佛山南面的均安、杏坛以及顺德区的容桂、大良、伦教、北滘、陈村组团，

与城镇发展空间紧密衔接，方便居民使用。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肇庆－南沙城际轨道、广珠城际轨道以及地铁 3 号线和 7 号

线，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点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南端通过西江大桥与江门连接，市内接百安公路，通过西江、容桂

水道东行，沿新桂路、南国路、碧桂路、105 国道向东向北延伸，通过屏山大桥与广州

相连，居民可以在道路沿线通过机动车换乘进入绿道。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南段连接佛山市南面的大片生态绿地，如均安生态乐园、马宁山森

林公园、顺德南沙头湿地自然保护区等。 

（2）城市绿地：中段和北段都市型绿道连接马岗湿地公园、顺峰山风景名胜区、横

沙围湿地公园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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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4 号绿道（佛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广州白云区江高镇沿东环北延线进入佛山南海区和顺镇，途经天竺郊野公园、

草场湿地公园、沙涌郊野公园，沿佛一环东线，西至鲤鱼沙湿地公园，东经都宁岗森林公

园，接 3 号绿道向南延伸至大小岗郊野公园。从佛山顺德区容桂镇经细窖大桥进入中山东

凤镇交界处。主线长约 69 公里。 

支线起于鲤鱼沙湿地公园。支线长约 24 公里。 

绿道类型 

（1）郊野型：长约 31 公里，包括南海区里水北段、陈村至都宁岗段、长鹿农庄至大

小岗郊野公园段以及顺德容桂至中山段，可以结合沿线发展节点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例

如在城郊公园开展摄影、户外拓展训练、自行车赛、休闲度假、影视拍摄、生态教育等活

动，在滨水公园开展水上娱乐、节庆民俗、休闲度假等活动，在湿地公园及生态保育区内

开展生态教育、科普考察、农家体验、观光采摘、文化考古等活动。 

（2）都市型：长约 38 公里，包括南海区里水南段至陈村段、都宁岗公园至长鹿农庄

段、大小岗郊野公园至容桂段，可结合城市居民活动主要开展酒吧娱乐、创意产业、购物、

健身、体育赛事、主题节日、会展旅游、才艺竞技、都市夜游等活动，在城区公园内开展

康体健身、品茶交友、节庆活动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草场湿地公园、沙涌郊野公园、鲤鱼沙湿地公园、都宁岗森林公园、大小岗郊野

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绿色”基底，区别于其它线

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级

服务区。共设置 5 个重要服务区，分别位于草场湿地公园、沙涌郊野公园、鲤鱼沙湿地公

园以及细滘大桥处。服务设施应依托现有景点内的旅游接待设施，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

宿、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医疗点、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新桂城站、乐从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

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过佛山市中心城区，经大沥、桂城、陈村组团后接 3 号线，经容桂组团与中山相连，

与城镇发展空间紧密衔接，方便居民使用。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广佛珠城际轨道、广佛环线、广珠城际以及地铁 1、2、4、5、

6 号线，应加强与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点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沿东环北延线至东环，沿三乐路、碧桂路至中山，应依托佛山中心

城区现有公交站点加强与绿道的连接。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北段和南段连接佛山市大片生态绿地，如天竺郊野公园、草场湿地

公园、都宁岗森林公园、大小岗郊野公园等。 

（2）城市绿地：中段和南段连接横沙围湿地公园、长鹿农庄等城市绿地。绿道路径

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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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6 号绿道（佛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北起佛山市的马房大桥，由肇庆四会大沙镇进入佛山三水区，沿北江东岸行进，

途经海景森林公园、金沙湿地公园、天子墓风景区、西樵山风景名胜区、九江璜玑鹭鸟

天堂风景名胜区，从佛山南海区九江镇过九江大桥进入江门鹤山市沙坪镇大雁山风景区。

主线长约 71 公里。 

支线起于马鞍岗郊野公园，连接两江并流湿地。支线长约 12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12 公里，包括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南到九江大桥段、

策划滨水生活基地、湿地鸟类科普园等，主要开展野餐露营、消暑度假、生态考察等活

动。 

（2）郊野型：长约 55 公里，包括三水城区南部到狮山段、马鞍岗郊野公园北、马

鞍岗郊野公园南至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段，主要为城镇居民提供滨水休闲、健

身娱乐的慢行道，策划佛山酒吧、休闲滨江创意产业基地、行为艺术公园、水上健身场

等内容。 

（3）都市型：长约 4 公里，位于马鞍岗郊野公园段，为居民提供户外休闲、亲水的

空间，策划户外拓展、婚纱拍摄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马鞍岗郊野公园、海景森林公园、金沙湿地公园、天子墓风景区、西樵山风景

名胜区、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等。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紫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设置 3 个重要服务区，分别位于马鞍岗郊野公园、天子墓风景区和西樵山

风景名胜区。服务设施应依托现有景点内的旅游接待设施，设置管理设施、餐饮住宿、

旅游服务基地、停车场、卫生保健设施、自行车服务中心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三水站、九江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

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主要沿东平水道布置，沿途经过西南、狮山、丹灶、南庄、西樵、九江组团，主要

从城镇外围经过。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沿线有广佛肇城际轨道、广佛环线和地铁 2、3、4 号线，应加强与

轨道交通站点和换乘点的衔接，提高绿道可达性。 

（2）道路交通：沿三水大道进入佛山城区，并顺着南九公路向南延伸，在绿道线路

设置时考虑加强与公交站点的换乘。 

（3）静态交通：在周边交通换乘点设置停车场，便于交通接驳。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北段和南段连接佛山市大片生态绿地，如马鞍岗郊野公园、海景森

林公园、西樵山风景名胜区、九江璜玑鹭鸟天堂风景名胜区等。 

（2）城市绿地：中段和南段连接金沙湿地公园、天子墓风景区等城市绿地。绿道路

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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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惠州市。 

经过惠州市的区域绿道包括 2 号绿道、3 号绿道和 5 号

绿道（图 6-6），主线总长约 174 公里，支线总长约 45 公里，

直接服务人口约 120 万人。其中 2 号绿道从深圳大鹏所城进

入惠州市小桂湾，止于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主线长约 49

公里。开辟巽寮湾支线，长约 30 公里；3 号绿道由东莞石龙

镇经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惠州博罗县石湾镇，止于白面石自

然保护区，主线长约 97 公里。开辟黄沙洞温泉度假区支线，

长约 15 公里；5 号绿道北起罗浮山自然保护区，由惠州博罗

县石湾镇经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东莞石龙镇，主线长约 28

公里。 



 

 

 

图 6-6 珠三角绿道网（惠州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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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2 号绿道（惠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深圳大鹏所城进入惠州市小桂湾，途经小桂湾、笔架山森林公园、猴仔湾、

铁炉嶂森林公园、霞涌旅游区、小径湾、亚婆角旅游区，至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主

线长约 49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8 公里，包括铁炉嶂森林公园段。主要开展户外拓展、丛林穿越

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6 公里，包括小桂湾至笔架山森林公园段、黄布角至惠东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段和稔山镇镇区南侧至巽寮湾休闲度假区段。主要开展休闲度假、摄影活动

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35 公里，包括笔架山森林公园至铁炉嶂森林公园西侧段、铁炉

嶂森林公园东侧至黄布角段和稔山镇镇区段。主要开展游船观光、城市海滨观光、街头

艺术展示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小桂湾、猴仔湾、小径湾、笔架山森林公园、铁炉嶂森林公园、惠东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霞涌旅游区、亚婆角旅游区、巽寮自然生态旅游区、巽寮旅游服务区、巽寮

休闲度假区等。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橙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3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猴仔湾、霞涌旅游区、巽寮湾旅游服务区。

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

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惠州南火车站站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赁、停

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穿越大亚湾和惠东县。 

（2）西段与大亚湾经济开发区的发展空间衔接，并通过大亚湾大道与惠阳区相连，

东段与稔山镇、巽寮湾旅游区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惠州南部惠阳－大亚湾城市组团和

惠东县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惠州南火车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与滨海路及各镇区道路、沿海高速公路、疏港大道、广惠高速衔接。

（3）静态交通：与大亚湾汽车站换乘。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把作为惠州南部地区生态屏障的笔架山森林公园、铁炉嶂森林公园

等重要生态节点纳入绿道。 

（2）城市绿地：在镇区路段则与镇区内生态廊道和重要公园结合。绿道路径设置应

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1）大亚湾猴仔湾滨江段（百草园－游艇码头），长度为 2.62 公里。 

（2）霞涌旅游区－黄布角，长度为 14.7 公里。 

（3）巽寮镇区－巽寮休闲度假区（酒店群），长度为 6.9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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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7  3 号绿道（惠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东莞石龙镇经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惠州博罗县石湾镇，途经园洲镇滨江绿地、

龙溪镇滨江绿地、石牙潭水库旅游休闲度假区、剑潭自然风景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东

江公园、九龙森林公园，至白面石自然保护区。主线长约 97 公里，支线长约 15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30 公里，包括从龙溪镇滨江绿地到罗阳镇镇区西侧段。主要开

展定向越野、生态养生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29 公里，包括从罗浮山东江大桥到白莲湖村段、罗阳镇镇区东

侧至惠城区建成区西侧段、水口街道办事处东侧至横沥镇镇区西侧段。主要开展自行车

越野、定向越野、摄影、生态养生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38 公里，包括白莲湖村至龙溪镇滨江绿地段、罗阳镇镇区段、

惠城区建成区至水口街道办事处段。主要开展生态养生、主题摄影、康体健身、户外拓

展训练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东江休闲区、园洲镇滨江绿地、龙溪镇滨江绿地、石牙潭水库旅游休闲度假区、

剑潭自然风景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东江公园、九龙森林公园、白面石自然保护区、黄

沙洞自然保护区等。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黄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4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龙溪镇、罗阳镇、惠城区和水口街道办

事处。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

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南岸路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博罗县和惠城区，西段与博罗县龙溪镇、罗阳镇的发展空间衔接，中段与惠城

区、水口街道办事处发展空间衔接，东段与横沥镇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惠州中部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南岸路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与滨江路及各镇区均有各自的沿江路衔接。 

（3）静态交通：与惠州客运总站换乘。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城市绿地：主要串连博罗南部地区和惠城地区沿江的滨江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

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1）龙溪－罗阳滨江段，长度为 25.08 公里。 

（2）城区东江段（惠州大桥左侧桥头绿地－望江滨江公园），长度为 8.9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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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5 号绿道（惠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北起罗浮山自然保护区，途经排洪渠、东福渠，至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东莞石

龙镇。主线全长 28 公里。 

绿道类型 

主要包括郊野型和都市型两种，长度分别为 19 公里，都市型绿道 9 公里。 

（1）郊野型：长约 19 公里，包括罗浮山东江大桥至园洲镇白沙河段、东福渠（九

潭）至东福渠（长宁）段、长宁镇镇区北侧至罗浮山自然保护区段。主要开展农家乐、

瓜果采摘、青少年夏令营、摄影等活动。 

（2）都市型：长约 9 公里，包括白沙河至东福渠（九潭）段、长宁镇镇区段。主要

开展健身、自行车赛、摄影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罗浮山自然保护区、东江休闲区。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蓝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罗浮山自然保护区、东江休闲区。应配

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与区域公交网、城市公交网有机接驳，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

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博罗县，与石湾、园洲、长宁等镇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博罗县北部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道路交通：与长宁镇区东侧的东福渠、园洲镇区西侧的东福渠至石湾镇沙河北

侧的滨河绿地堤上路衔接。其余段与及各镇区周边城镇道路衔接。 

（2）静态交通：与石湾汽车站换乘。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城市绿地：主要控制出东福渠和沙河两侧的用地，用作分割城镇间的生态廊道，串

联石湾镇的滨江绿地。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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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莞市。 

经过东莞市的区域绿道共有 3 条，分别为 2 号、3 号、5

号绿道（图 6-7），主线总长约 135 公里，支线总长约 40 公

里，连接线总长约 4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375 万人。其中

2 号绿道从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进入东莞望牛墩镇，经东莞市

长安镇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进入深圳老虎坑水库，主线长约 46

公里；3 号绿道从广州番禺区石楼镇进入东莞麻涌镇，至罗

浮山东江大桥进入惠州博罗县石湾镇，主线长约 46 公里；5

号绿道从惠州博罗县石湾镇经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东莞石

龙镇，至大屏障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宝安区光明街道，主线长

约 43 公里。 



 

 

 图 6-7 珠三角绿道网（东莞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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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2 号绿道（东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广州增城市新塘镇进入东莞望牛墩镇，途经麻涌香飘四季农业园、水濂山森

林公园、厚街森林公园、大岭山森林公园至莲花山自然保护区进入深圳宝安区老虎坑水

库。主线长约 46 公里，支线总长约 12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4 公里，包括水濂山森林公园至莲花山自然保护区段。主要开

展越野、森林穿越探险、野外生存体验活动。 

（2）郊野型：长约 17 公里，包括广莞交界处至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段、道滘水乡风

情至水濂公园段、莲花山保护区至深莞交界处段。主要开展校园酒吧、才艺主题展示、

农业体验、瓜果采摘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5 公里，包括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至麻涌镇中心区段。主要开展主

题节日、品茶交友、节庆活动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香飘四季农业园、水濂山森林公园、厚街森林公园、大岭山森林公园、莲花山

自然保护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橙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设置 3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麻涌镇、水濂山森林公园、莲花山自然保

护区。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东莞洪梅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经过麻涌镇、洪梅镇、道滘镇、篁村区街道、厚街镇、虎门镇、长安镇。 

（2）西北段穿越麻涌镇，其余段与各城镇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东莞西部、西南部

地区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洪梅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与广深高速公路、番莞高速公路、常虎高速公路、西部干道衔接。

（3）静态交通：与虎门镇太平装运客运站、长安镇长安汽车站换乘。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区域绿地：串联生态线规划确定的“西南部山体控制区”。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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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  3 号绿道（东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由广州番禺区石楼镇进入东莞麻涌镇，途经香飘四季农业园、道滘水乡风情、滨江

体育公园、龙湾湿地公园、旗峰公园、可园－迎恩门城楼、大王洲岛、石龙历史文化景

观区至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惠州博罗县石湾镇。主线长约 46 公里，支线长约 22 公里，

连接线长约 4 公里。 

绿道类型 

（1）郊野型：长约 39 公里，包括麻涌到粤晖园段、粤晖园到滨江体育公园段、大

王洲到罗浮山东江大桥段。主要开展水乡娱乐、主题摄影、休闲度假、自行车越野、生

态养生、美食等活动。 

（2）都市型：长约 7 公里，包括滨江体育公园至可园段。主要开展美食探寻、徒步

越野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香飘四季农业园、道滘水乡风情、滨江体育公园、龙湾湿地公园、旗峰公园、

可园－迎恩门城楼、大王洲岛、石龙历史人文景观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黄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滨江体育公园、石龙历史人文景观区。

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

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东莞大道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自西向东沿东江经过麻涌镇、洪梅镇、道滘镇、东莞市区、石龙镇。 

（2）中段穿越东莞市区、西段和东段与各城镇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东莞北部地区

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东莞大道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与广深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石排大道等衔接。

（3）静态交通：与东莞汽车客运总站换乘。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区域绿地：依托生态线规划确定的“东江生态轴”以及“东江南支流（东莞水道）

生态廊道”。 

示范段建设 大王洲岛－石龙历史人文风景区－江边村古建筑群，长约 3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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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5 号绿道（东莞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由惠州博罗县石湾镇经罗浮山东江大桥进入东莞石龙镇，途经南社古村落、东莞生

态园、松山湖、清泉水库休闲度假区、巍峨山森林公园、黄牛埔森林公园、蝴蝶地水库

休闲度假区，至大屏障森林公园进入深圳宝安区光明街道。主线长约 43 公里，支线长约

6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11 公里，包括南社古村落北侧段至东莞生态园及沿生态园大道

延长段。主要开展露营、摄影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20 公里，包括东江至南社古村落北侧段、松山湖至大屏嶂森林

公园段。主要开展垂钓、划船、登山、自行车赛、青少年夏令营、摄影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12 公里，包括城市建成区内的生态园大道至松山湖段。主要开

展健身、购物、酒吧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南社古村落、东莞生态园、松山湖、清泉水库休闲度假区、巍峨山森林公园、

黄牛埔森林公园、蝴蝶地水库休闲度假区、大屏嶂森林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识，其中信息标识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蓝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包括 2 个区域级服务，分别位于松山湖、大屏障森林公园。应配置游客中

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松山湖东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

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1）自北向南经过石龙镇、茶山镇、东坑镇、寮步镇、大朗镇、黄江镇。 

（2）中段穿越东坑镇、大朗镇，北段和南段与各城镇发展空间衔接，主要为东莞中

部地区服务。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松山湖东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与龙林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路、常虎高速公路、太和路、石排大

道衔接。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区域绿地：串联生态线规划确定的“西南部山体控制区”。 

示范段建设 生态园大道段和黄江生态大道段，长约 3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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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山市。 

经过中山市的绿道包括 1 号绿道和 4 号绿道（图 6-8），

主线总长 119 公里，连接线总长 19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145 万人。其中 1 号绿道从洪奇沥大桥进入中山，止于温泉

度假城，主线长约 35 公里；4 号绿道由细窖大桥进入中山，

止于斗门大桥，主线长约 84 公里。 



 

 

 图 6-8 珠三角绿道网（中山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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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1 号绿道（中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由广州横沥镇进入中山民众镇，沿洪奇沥大桥跨越洪奇沥水道和西利河，至岭南

水乡后折向南，跨越田基沙沥、三宝沥和横门水道，经横门大桥、海上庄园、南沙湿地公

园、陈氏宗祠建筑群、红树林湿地、逸仙水库、孙中山故居、温泉度假城，进入珠海金鼎

镇。主线全长约为 35 公里。 

连接线起于与珠海市交界处干道，向北行连接温泉度假城后西行，连接孙中山故居、

逸仙水库，与 4 号线汇合于岐澳古道遗址。连接线全长 19 公里。 

绿道类型 
主要为郊野型，长约 35 公里。包括岭南水乡、红树林湿地等路段，重点开展农家乐、

划船、生态考察、摄影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岭南水乡、海上庄园、程君海故居、陈氏宗祠建筑群、红树林湿地、孙中山故居、

逸仙水库、温泉度假城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红色”基底，区别于其它线

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设置岭南水乡、红树林湿地 2

个区域级服务区。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

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南沙、石岐、三乡轻轨站点等 3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

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经过民众镇、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区及南朗镇；与民众镇片区、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区和

南朗镇的发展空间衔接，能很好地为中山市东部沿海区域居民及从广州番禺进入中山的居

民提供游憩、休闲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南朗镇城际轨道站场衔接。 

（2）道路交通：与纵一线、横二线、横三线和中顺快线等衔接。 

（3）静态交通：在民众镇、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区、南朗镇公交枢纽及南朗镇停车场

等换乘点周边设置绿道接驳点。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主要依托滨海、滨河绿带，以洪奇沥水道、岭南水乡、红树林湿地、

逸仙水库等为区域绿道的节点，符合中山市的“七河、五道”的区域绿地构架要求。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滨海、滨河、环山、环城绿带，以温泉度假城、孙中山故

居、逸仙水库等为区域绿道的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翠山路－城桂路，长约 1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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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4 号绿道（中山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由佛山容桂镇进入中山东凤镇，沿着鸡鸦水道连接细窖大桥后南经鸡鸦水道风情，

连接三角渡口后沿福源路南行，通过大南沙大桥跨越小榄水道，沿福源路、长江路南连

紫马岭公园，沿横四线西向进入岐澳古道，连接金钟水库、大尖山、长江水库、岐澳古

道遗址，沿横五路西行，连接小琅环自行车公园、铁炉山森林公园，沿纵六线南行，连

接南镇水库、磨刀门公园，到达斗门大桥。主线长约为 84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11 公里，包括五桂山岐澳古道路段，主要开展定向越野、文化

考古、生态养生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59 公里，包括鸡鸦水道、金钟水库、大尖山、铁炉山森林公园、

磨刀门公园路段，主要开展户外拓展训练、自行车赛、登山、水上娱乐、节庆民俗、休

闲度假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14 公里，包括紫马岭公园、孙文公园和五桂山公园路段，主要

开展创意产业、康体健身、体育赛事、都市夜游、节庆活动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紫马岭公园、金钟水库、长江水库、大尖山、岐澳古道遗址、小琅环自行车公

园、铁炉山森林公园、南镇水库、磨刀门公园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绿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设置细窖大桥、三角渡口、紫

马岭公园、五桂山森林公园、磨刀门公园等五个区域级服务区，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

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沙溪、石岐、三乡等 3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

租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 

衔接 

与东凤镇、阜沙镇、港口镇、东区街道、五桂山镇、三乡镇、神湾镇、水步镇等的

发展空间衔接，为中山市中西部城镇居民及从江门、佛山进入中山的居民提供游憩、休

闲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与横三线、纵三线和中顺快线的轻轨站点衔接。 

（2）道路交通：与福源路、长江路、横五线、纵六线等衔接。 

（3）静态交通：与东凤镇、阜沙镇、港口镇、东区街道、五桂山镇、三乡镇、神湾

镇、水步镇的公交站点及停车场衔接，保证绿道的可达性。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主要依托滨河、环山绿带，以鸡鸦水道、紫马岭公园、五桂山、铁

炉山等作为区域绿道的节点，与中山市“七河、五道”的区域绿地系统衔接。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环山、环城、城区带状绿带，以紫马岭公园、大尖山、小

琅环自行车公园等作为城市绿道的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岐澳古道－翠山路，长约 2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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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门市。 

经过江门市的绿道包括 3 号绿道和 6 号绿道（图 6-9），

主线总长 222 公里，支线总长 66 公里，直接服务人口约 195

万人。其中 3 号绿道从顺德均安镇进入江门，止于帝都温泉，

主线全长 130 公里，支线长 59 公里；6 号绿道从九江大桥进

入江门，止于古兜温泉度假区，主线全长 92 公里，支线长 7

公里。 



 

 

 

图 6-9 珠三角绿道网（江门段）指引图 



 

 85

表 6-24  3 号绿道（江门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西起恩平市的帝都温泉，经圣堂歇马举人村，横跨太平河后沿锦江、潭江和 325

国道东行至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向东北经锦江里村碉楼群、马降龙村碉楼群、三门

里村碉楼群、荻海风采堂、新宁铁路遗址、道北寺至南坦岛葵林，横跨潭江和南坦海后，

经圭峰山风景区和大西坑自然保护区，由江门棠下镇进入佛山顺德均安镇，主线长约 130

公里。开平碉楼群支线、台山石花山支线长约 59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1 公里，包括圭峰山、马降龙村碉楼群和开平市之间的潭江水岸

带等，主要开展潭江风情游赏、登山、远足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90 公里，包括大西坑、小鸟天堂、帝都温泉等路段，主要开展赏

鸟、文化观光、摄影比赛、划船和远足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19 公里，包括江门城区西部、新会市城区西北部、罗坑－牛湾、

开平市城区、台山市城区等路段，主要开展购物、美食、娱乐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帝都温泉、圣堂歇马举人村、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锦江里村碉楼群、马降

龙村碉楼群、三门里村碉楼群（赤坎古镇）、荻海风采堂、新宁铁路遗址、道北寺、南坦

岛葵林、圭峰山风景区和大西坑自然保护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黄色”基底，区别于其它线

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级

服务区。设置 4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位于马降龙村碉楼群、荻海风采堂、道北寺和圭峰

山风景区。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开平和江门汽车站 2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

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江门主城区、新会市城区、开平市城区、台山市城区等，与城镇的发展空间相衔

接，为沿线居民提供休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道路交通：3 号绿道（江门段）与开阳高速公路的恩城出口、圣堂出口、沙湖

出口、塘口出口，新台高速公路的牛湾出口、大江出口等紧密结合，提高绿道的可达性；

江门城区段结合北环路和西环路改造实现，利用行道树旁的空地和拓宽人行道，兴建自行

车道；沿潭江的绿道利用河堤设置自行车道；恩平段沿 369 省道设置自行车道；其余结合

县道、乡道建设。 

（2）静态交通：与绿道紧密联系的港口码头包括港澳码头（江海区）、鹤山港（鹤山

市）、崖门港（新会）。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以古兜山自然保护区、北峰山森林公园等为节点，与江门市区域绿

地系统顺畅衔接。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滨河、环山、环城、城区带状绿带，以大西坑自然保护区、

圭峰山风景区、南坦岛葵林、潭江、良洞旅游区、石花山旅游区、帝都温泉等作为区域绿

道的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从潮连大桥起沿北环路、西环路至圭峰山，长度为 14.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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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6 号绿道（江门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从佛山南海区九江镇经过九江大桥进入江门鹤山市沙坪镇，至江门鹤山市的古

劳水乡，再沿西江的西岸一直南下，经大雁山风景区、新会市棠下镇的滨江路，至江门

市主城区的北街近代建筑群和白水带风景区，沿 364 省道，至沙仔尾街道后转向南，直

达小鸟天堂，沿 270 省道方向一直向南，经过银洲湖东岸的奇石、慈元庙、杨太后陵、

碗山窑址、崖门炮台，跨越银洲湖，沿滨海线路至银湖湾湿地，最后达到古兜度假区，

全长约为 90 公里。支线到小鸟天堂，长约为 7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8 公里，包括大雁山风景区沿西江至江门主城区的滨江段和崖

门炮台至银湖湿地段，主要开展滨水休闲路径、登山、远足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51 公里，包括大雁山、潭江沿线段，主要开展登山、玩水等活

动。 

（3）都市型：长约 11 公里，包括古劳水乡和江门市主城区的东部沿江段，主要开

展水系体验、划船、购物和美食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古劳水乡、大雁山风景区、北街近代建筑群、白水带风景区、小鸟天堂、奇石、

慈元庙、杨太后陵、碗山窑址、崖门炮台、银湖湾湿地和古兜度假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紫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每 20 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区域

级服务区，共设立 4 个，分别位于江门城区、小鸟天堂、奇石－崖门炮台和古兜旅游区。

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

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江门和江门南站 2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赁、

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江门主城区、鹤山市城区、新会市城区等，通过与城镇空间的有机衔接，为沿

线居民提供休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道路交通：与佛开高速公路的雁山出口、西部沿海高速的崖门出口结合，方便

机动车换乘；结合滨江大道建设，是江门市与珠三角北部和东部城市联系的重要通道，

临江而建，环境优美，利用现有沿河堤坝道路改造成为沿江自行车道。 

（2）静态交通：与港澳码头（江海区）、鹤山港（鹤山市）、崖门港（新会）等港口

紧密联系，与水上游憩路线连接。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以古兜山自然保护区、北峰山森林公园等为节点，与江门市区域绿

地系统顺畅衔接。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滨海、滨河、环山、环城、城区带状绿带，以古劳水乡、

小鸟天堂、银湖湾湿地、古兜度假区等作为区域绿道的节点。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

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包括主线从九江大桥至北环路潮连大桥段，长约 28 公里，以及支线从九江大桥至古

劳水乡段，长约 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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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肇庆市。 

经过肇庆市的绿道包括 1 号绿道和 6 号绿道（图 6-10），

绿道主线总长约 102 公里，支线总长约 29 公里，直接服务

人口约 85 万人。其中 1 号线（肇庆段）北起双龙旅游度假

区，沿西江和 321 国道向东北经肇庆市区的七星岩风景区、

羚山郊野公园、砚坑紫云谷、鼎湖山旅游风景区、九龙湖旅

游风景区、葫芦山旅游风景区，最后在大沙镇通过马房大桥

跨越北江进入佛山市三水，主线长约 75 公里，鼎湖山支线

长约 29 公里。6 号绿道（肇庆段）北起肇庆四会市的贞山，

途经马鞍山森林公园、海心湖、城市公园、葫芦山旅游风景

区，最后与 1 号绿道并线沿马房大桥进入佛山市三水区，主

线长约 27 公里。 



 

 

 

图 6-10 珠三角绿道网（肇庆段）指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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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1 号绿道（肇庆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主线北起于肇庆双龙旅游度假区，沿西江和 321 国道向东北途经七星岩风景区、羚

山郊野公园、砚坑紫云谷、鼎湖山旅游风景区、九龙湖旅游风景区、葫芦山旅游风景区，

最后在大沙镇通过马房大桥跨越北江进入佛山市三水。主线长约 75 公里。 

支线起于九龙湖旅游风景区，连接鼎湖山旅游风景区和大冲湿地公园，在七星岩与

主线汇合。支线长约 29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24 公里，包括双龙－三榕水厂段、坑口街道－砚坑紫云谷段，

主要开展垂钓、露营、登山、划船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19 公里，九龙湖－葫芦山路段，主要开展拓展训练、登山等活

动。 

（3）都市型：长约 32 公里，包括端州区七星岩段、砚洲岛－九龙湖段，主要开展

书法节、啤酒节、购物、美食、品砚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鼎湖山旅游风景区、七星岩风景区、葫芦山旅游风景区、九龙湖旅游风景区、

砚阳湖公园、羚山郊野公园以及双龙旅游度假区等。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红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设置 4 个区域级服务区，分别

位于双龙、坑口街道、葫芦山、城市公园（与 6 号绿道共用）。同时，配置游客中心、医

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肇庆站和新肇庆站 2 个与轨道交通的衔接点，提供自行车租

赁、停车服务等。在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肇庆主城区，途经鼎湖区莲花镇、四会市大沙镇等，通过与城镇空间的有机衔

接，为沿线居民提供休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通过肇庆站、新肇庆站衔接。 

（2）道路交通：1 号绿道肇庆与佛山的连接借道马房大桥实现，市区北部绿道与 321

国道比较接近，居民和游客可以通过国道进行机动车换乘，实现远程选点进入绿道。 

（3）静态交通：与肇庆市长途客运总站、肇庆城东、城西、粤运等汽车站换乘，保

证绿道的可达性。 

与城镇绿地

衔接 

（1）区域绿地：结合自然山体、河流水域、基本农田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的环状绿

地，主要依托鼎湖山、葫芦山等区域绿地作绿色背景。 

（2）城市绿地：主要依托市区七星岩风景区、西江江岸公园等作为区域绿道的节点。

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七星岩风景区－羚山郊野公园－九龙湖旅游风景区段，长约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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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6 号绿道（肇庆段）规划建设指引 
分项 建设指引 

线路走向 
北起肇庆四会市的贞山，途经马鞍岗郊野公园、海心湖、城市公园、葫芦山旅游风

景区，最后与 1 号线并线沿马房大桥进入佛山市三水。主线长约 27 公里。 

绿道类型 

（1）生态型：长约 15 公里，包括马鞍山森林公园－海心湖段、飞鹅岭段，主要开

展生态疗养、消暑度假、野餐露营、户外休闲等活动。 

（2）郊野型：长约 10 公里，海心湖－飞鹅岭段、鼎湖区贝水镇段，主要开展滨江

垂钓、旅游观光、夏令营、湿地科普考察、户外拓展等活动。 

（3）都市型：长约 2 公里，四会市大沙镇段，主要开展餐饮酒吧、健身娱乐等活动。

发展节点 包括葫芦山旅游风景区、贞山。 

配套服务 

设施 

（1）标识系统：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信息、指路、规章、警示、安全和教

育等六类标志，其中信息标志和指路标志的标识牌颜色采用“紫色”基底，区别于其它

线路。 

（2）服务设施：结合主要发展节点和沿线城镇布局，肇庆段设置贞山、城市公园（与

1 号绿道共用）两个区域级服务区，应配置游客中心、医疗点、信息咨询亭、治安点、消

防点、机动车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等。 

（3）交通换乘点：设置四会站与轨道交通衔接，提供自行车租赁、停车服务等。在

经过城市公交停靠站或地铁站点的路段设置换乘点。 

（4）基础设施：参照《技术指引》要求，设置固体废弃物收集点、污水收集处理点、

公共厕所等环境卫生设施以及通讯设施、照明设施等。 

与城镇布局

衔接 

穿越四会市西部城区、大沙镇等，通过与城镇空间的有机衔接，为沿线居民提供休

闲、观光的空间。 

与道路交通

衔接 

（1）轨道交通：通过肇庆站、新肇庆站衔接。 

（2）道路交通：主要与 260 省道衔接。 

（3）静态交通：主要与四会槎山、东城客运站衔接。 

与城镇绿地

衔接 

城市绿地：结合自然山体、河流水域、基本农田走线，以绥江为依托、以贞山为生

态背景。绿道路径设置应加强与城市绿地的连通性。 

示范段建设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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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实施机制与保障措施 

为保障珠三角区域绿道网规划、建设、维护与管理工作

的顺利开展，遵循“统一规划，设定标准；分市建设，限期

建成；以人为本，各显其能”的基本建设原则，建立有效的

规划实施保障机制，重点包括组织管理、技术支持、政策保

障与考核监督等方面。 

（一）组织管理。 

1．明确协调机构。 

由省宜居城乡建设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统筹指导、督促检

查和考核各地的绿道建设工作。通过定期对各市绿道建设工

作进行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各市好的经验和做法，通报各市

绿道建设进度等工作，推动珠三角绿道网的建设。各市也要

相应确定本地区绿道建设的统筹协调机构，加强督促指导。 

2．明确省市分工。 

（1）省级层面：负责统筹协调、技术指导、监督实施。 

按照“省统筹指导，地方政府建设为主”的要求，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要尽快细化完善绿道网的建设标准，近期着

重指导和监督各市开展绿道控制线划定、配套设施安排和示

范段建设，并加强对各市绿道规划建设的技术指导。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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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国土资源、财政、旅游、交通、环保、农业、林业、

水利、公安、经信、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要紧密配合，

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推进珠三角绿道网的规划建设工

作。 

（2）市级层面：负责组织实施、建设管理与维护。 

珠三角各市政府作为绿道建设的主体，要根据《规划纲

要》的要求，制定本市的绿道建设规划、工作方案和年度实

施计划，解决土地供给、资金筹措等问题，抓紧推进绿道的

建设工作。2010 年要重点推进以下三方面工作： 

——划定绿道控制线。在《规划纲要》提出的绿化缓冲

区控制范围内，各地应具体勘定其边界坐标，设立统一的控

制标志，并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作为监督检查考核

的依据。 

——确定配套设施管治要求。根据《规划纲要》提出的

配套设施建设要求，遵循《技术指引》的要求，明确本市绿

道控制线内配套设施的具体位置及开发强度，并报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备案，作为监督检查考核的依据。 

——推进示范段建设。完成示范段建设（详见《规划纲

要》第六部分分市建设指引），探索出不同类型、不同功能

的绿道建设模式，为绿道网的全面铺开建设提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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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支持。 

1．制定建设规划。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尽快在《规划纲要》的框架下抓

紧组织编制《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在市域层面，

各地应根据《规划纲要》和《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

按照省市互动、城市联动的方式，尽快组织编制本行政辖区

内绿道的建设规划，并将绿道建设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

城乡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统一实施。要通过城乡规划的平台，

将绿道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交通、环保、旅游、水利、林业等有

关规划充分衔接和协调，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 

2．编制技术指引。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要加强对规划设计技术规范的研

究，通过对绿廊控制宽度、慢行道宽度标准、相关配置设施

等涉及绿道规划建设的关键性内容提出具体的技术性要求，

确定适合珠三角的绿道建设标准，为各市科学启动绿道建设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3．建立信息系统。 

在“珠三角基础地理信息库”的基础上，省住房和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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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厅要联合省直各相关部门、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规划建

设主管部门，搭建起覆盖整个珠三角绿道网的信息服务平

台，为实现珠三角区域绿道网的信息化管理提供统一的空间

信息平台和有效的技术保障。 

（三）政策措施。 

1．财政支持政策。 

为保障绿道规划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编制绿道建设规

划、协调跨界绿道建设等经费，由同级财政视财力情况列入

预算安排。同时，各地应积极探索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绿道建

设的模式，通过鼓励社会各界采用无偿捐助、企业认建、出

资命名、工程捆绑等方式，多渠道筹措绿道建设与管理运作

资金。 

2．土地支持政策。 

作为全省重点推进的一项工程，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应在

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大力支持绿道建设。慢行道

建设用地可以与农田、水利、旅游、生态等用地相结合，尽

量不占用地方的建设用地指标。 

3．行政审批政策。 

按照区域绿道“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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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完善”的实施目标，省、市各有关部门在项目立项、规划

审批、土地征用等环节上要为绿道建设开辟绿色审批通道，

优化绿道建设立项、规划、报建等相关程序，加快推进绿道

的建设工作。 

4．金融支持政策。 

各地政府可通过贴息等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

对绿道建设进行信贷投放。 

5．交通配套政策。 

优化城市公交站点与公交线路布局，增强公交系统对绿

道可达性的支持；鼓励提供穿梭巴士，对绿道交通接驳点的

停车实行优惠。 

（四）实施监督。 

1．加强宣传推广。 

各地可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移动传媒等渠道，

组织开展问卷调查、现场咨询、公众论坛等公众咨询活动，

了解公众的实际需求。通过策划与绿道相关的主题活动、大

型赛事，吸引公众对绿道的关注。鼓励各类社会团体、经济

组织、单位或个人参与绿道的建设、管理与维护。以亚运会

和大运会召开为契机，选取已建成的合适的绿道，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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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徒步等有关的体育活动，进一步宣传推介绿道。 

2．加强监督检查。 

省宜居城乡建设工作联席会议负责组织开展绿道实施

评估与监督检查工作，定期公布各地绿道实施情况，督促各

地市加强区域绿道的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通过向各地派

出规划督察员、开展珠三角绿道建设综合考核等方式，指导

并督促各地市按期保质完成绿道建设任务。 

（五）维护管理。 

1．明确管理主体。 

绿道的维护管理以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为责任主体。

各市人民政府应明确牵头部门并建立由多部门联合、社会各

界共同参与的绿道维护管理工作机制。各有关部门在牵头部

门的统筹协调下，各司其职，共同开展绿道的维护管理。同

时，在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情况下，鼓励经济组织、社会团

体、单位或个人以“认管”的模式，参与绿道部分线路的维

护管理。 

2．进行定期维护。 

各市要加强对辖区内绿道各项配套设施的养护，定期对

慢行道、标识系统、服务系统、基础设施等绿道各项相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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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进行专项检查与安全维护，确保绿道的正常使用。 

3．组织安全巡查。 

各地应建立绿道治安、消防安全巡查机制，对整个绿道

系统，特别是远离城镇与人口密集地区的生态型绿道进行安

全巡逻。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在都市地区或靠近都市的城郊

地区，鼓励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参与绿道的治

安巡逻，保障绿道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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