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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 项目背景

河流与城市的共生关系，带来了活力、文化和风景。很多著名的城市都因河

流而独具特色，如巴黎、上海、阿姆斯特丹等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以下

简称深汕合作区）的赤石河，同样提供了难得的水资源条件。

深汕合作区距离深圳约60km，是深圳市自主创新拓展区，更是粤港澳大湾

区向粤东城市群进行发展辐射的战略支点，总面积约468.3平方公里。

赤石河是深汕合作区的第一大河，发源于北部山区，向南贯通城区全境，经

小漠镇注入红海湾，全长约36.8公里，流域总面积382平方公里。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赤石河沿线不仅需要实现减灾避灾，而且要

围绕城市与河流的共生发展，助力深汕合作区实现现代化国际性滨海智慧新城的

总体目标，其空间价值体现在：

（1）境内重要的水安全保障：汇聚中心城区多条河流，通过整体防洪工程

的构建，提供抵御洪水的重要缓冲空间。

（2）区域核心的生态景观长廊：集中了山体、原生林地、鸟类栖息地、滨

海湿地、沙滩等多种生态要素，构成系统化的线性自然景观。

（3）城乡一体化的特色展示带：连接现有的乡村和新生的城市空间，体验

适山水而生、举城乡一脉的“深汕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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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合作区赤石河区位示意图

赤石河沿线现状照片

基于以上背景，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联合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组织开展赤石河一河两岸规划设计国际咨询工作，希望以国际视野和创新理

念积极谋划赤石河沿岸的发展蓝图，在保证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的基础上，

营造滨水生活，提升滨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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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作范围

本次咨询包括两个层次：总体设计和详细设计。

总体设计范围图

总体设计范围：总面积约47.7平方公里，根据城市化特点，划分为南北两段。

北部生态郊野段在保护物种多样性和自然生态本底的基础上，选取沿河两岸

堤脚线向外扩展约200米的范围。

南部中心城区段在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确定的路网基础上，将滨河两侧各向

外扩展一个城市街区，局部结合重要山体、支流、地标等景观要素进行调整。统

筹考虑范围是重要的支流地区，可一并纳入总体设计范围进行考虑。

详细设计范围：在总体设计范围中，选取2-3个重要节点进行详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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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咨询目的

本次咨询希望通过前瞻性的城市与景观设计，引导赤石河沿岸的综合发展达

成以下目标：

（1）构建从山林源头、城市中心到潮汐通道的全周期水生态示范区：从赤

石河的源头、支流、中部到入海口，科学治理和统筹蓝绿网络，实现全生命周期

的水生态系统样板工程。

（2）形成全流域韧性城市的发展格局：针对赤石河各段落的自然地理特征

与城市建设需求，采取差异化、动态化的韧性发展策略，形成兼具安全和景观效

应的全流域韧性城市格局。

（3）塑造多要素、多功能、多节奏的深汕山水景观轴：整体考虑山体、林

地、码头、庙宇、地标、村落、城市、湿地、海滨等丰富综合的滨水场所，塑造

城居山水间、乡入自然境的景观风貌，展现深汕山水画卷的独特韵味。

3 工作原则

3.1 创造性原则：世界、湾区、深圳的理想映射

深汕与深圳的关系、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关系，以及深汕未来的城市定位、赤

石河对深汕合作区的价值，都决定了本次咨询需要对标国际滨水地区保护和发展

的经验及愿景，进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创造性探索。

3.2 自然性原则：安全舒适的河流和依山傍水的城市

随着新城区建设的全面展开，赤石河的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将面临很大

挑战。以保持和最低扰动河流的自然属性为宗旨，前瞻性地统筹项目开发、防洪

要求、竖向改造和山水系统的关系，让城、乡、山、河包容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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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性原则：可赏、可游、可城、可野的滨水体验

以城市滨水生活为中心，可持续地提升赤石河沿岸的生态景观和活动品质。

利用山水尺度、中心区位、碧道建设与城市大型公共建筑，形成点链联动、城野

相接、人文亲厚的多元化、多功能的滨水城市名片。

4 咨询内容

本次咨询内容分两个层次：

4.1 总体设计层面

依据现状情况、空间特征、与城市的整体关系，结合对标案例，对一河两岸

进行目标愿景及功能定位进行判定，兼顾城市空间、生态景观、绿道建设等，构

建设计框架、策略体系，提出兼具创造性与可操作性的综合解决方案。着重考虑

河流安全系统规划、山河生态格局构建、滨河地区城市设计、一河两岸景观设计、

滨河旅游休闲系统、滨河文化传承体验六个方面，及必要的规模、交通等空间支

持系统。

4.1.1 河流安全系统规划

从河流的水情特征出发，在对滨水空间及河流行洪现状、堤岸现状、洪涝淹

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专业的角度对全流域的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内涝缓解、

堤岸打造等韧性发展方面提出系统策略；结合支流水系防洪排涝需求，明确赤石

河沿线场地竖向处理方式，深化立体防灾，通过增加海绵、蓄滞性水体，形成滞、

蓄、排相统筹，增加河流安全性，优化与周边场地的关系，校核和优化既有河道

控制线。

4.1.2 山河生态格局构建

对赤石河流域山水环境现状、生态资源布局状况等进行评价，结合“一脉通

海、两水蜿蜒、群山夹谷、万亩碧田”的生态本底，做好与周边湖库、山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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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等山水生态格局的构建、梳理工作；结合现状水质情况及水体功能目标，提出

水生态环境修复、水质保障规划方案；确定沿河和向两岸纵深两个维度的绿地空

间结构，进一步提升滨河生态绿地、湿地，构建“蓝绿空间”；制定生态岸线做

法与策略、护坡生态改造策略及生境营造策略。

生态本底示意图

4.1.3 滨河地区城市设计

充分考虑一河两岸地区与深汕中心区、北部功能组团、西部功能组团等之间

的功能衔接，构建滨河地区城市设计方案，形成疏密有致、彰显地域特色的空间

布局。可对中心区已有的城市设计方案酌情优化，强化城市功能和自然环境紧密

交融的风情水岸意象，塑造层次丰富、体验多元的城市公共空间，注重城市天际

线与山水环境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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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一河两岸景观设计

考虑将沿线划分为五个不同区段，挖掘并塑造贯穿河流全域、区段特色鲜明、

尊重乡土地域的景观体验。构建全域连续的景观体验路径与节点串联，提供山—

河—城相互映衬、体验良好的空间系统；各个区段结合资源环境、周边功能、现

状建设等塑造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场景；注重结合乡土植物，形成彰显各段特征的

植物景观配置。

景观设计重点区段位置示意图

注：1.北部郊野段注重秀美田园风光营造与美丽乡村风貌延续；2.赤石、明热两

河交汇段注重河道两侧景观设计以及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发展；3.中心城区水网渗

透段注重城市界面的整体打造以及赤石河与多条渗入中心城区内部水系交汇处

景观塑造；4.近南门河交汇段注重打造富有特色的山水田园环境；5.河口入海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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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湿地公园、入海口等片区，尊重已有规划基础。同时关注与各支流的生态关

系，注重各支流的特色生态景观打造。

4.1.5 滨河旅游休闲系统

结合绿道体系、山野步径、城市功能布局、休闲设施等，构建连续的滨河旅

游，以提升空间连续性、丰富度、特色性为原则，结合市民游憩需求、河流总体

定位以及不同区段特色，落实碧道建设，对旅游路线、游船路线、慢行系统、休

闲项目等进行规划与策划。注重与周边自然资源要素互动，统筹与山体、农田、

海滨、特色村落等旅游资源的串联；结合总规内容，做好与周边城市功能组团内

的休闲游憩设施和河道休闲空间的衔接。

4.1.6 滨河文化传承体验

在对一河两岸乃至重要支流的历史、文化风貌、现状建设及乡村、遗址等进

行判读的基础上，结合区段划分凸显文化风貌，彰显深汕合作区的地域魅力；沿

线丰富沿河文化设施与文化业态，落实会展博览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等设施的布

局要求（详见6.2.1），塑造文化地标；探讨总规纲要确定的保留村庄的处理方式，

注重延续原住居民社群根基与文脉，彰显文化传承与活力。

4.1.7 必要的规模、交通等空间支持系统

在总规纲要确定的框架体系下，围绕整体水环境打造，从城市规模、交通系

统（建议以中心区城市设计的主干路网骨架为基础进行设计）、公共设施以及其

他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撑分析，助力赤石河形成可赏、可游、可城、可野的滨水体

验。

4.2 详细设计层面（正式任务书阶段给定详细设计要求）

在总体设计范围内选取2-3个重要节点进行详细设计，其中必选节点为明热

河与赤石河交汇节点，自选节点为1-2个其他建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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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设计框架下，重点节点应进一步细化塑造景观特色，落实国际一流设

计标准与规划理念，提出面向开发建设管控的思路和手段。

详细设计节点建议区域图

5 成果要求

本次国际咨询成果应能够完整、清晰地表达设计思路，符合成果审查要求，

便于指导建设实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5.1 规划设计文本

提出赤石河一河两岸完整的设计成果，具体详实地回应本任务书第4点咨询



10

内容中涵盖的内容。无篇幅限制要求，采用双面软胶装的规格进行打印装订。

文本数量20套，规格为A3（297mm×420mm）,软皮胶装，内页纸张厚度不

宜超过200g。

5.2 图件（包括且不限于）

（1）总体设计

 现状分析图纸（若干）

 表达设计概念和方案构思的相关图纸

 总体设计总平面图

 空间结构及功能板块示意图

 土地利用规划图（含相应的土地指标）

 综合交通规划图及相关分析图（公共交通、旅游交通、慢行交通等）

 景观系统规划设计图

 旅游系统规划引导图

 公共开放空间分析图

 建筑高度控制引导图

 开发强度控制引导图

 整体风貌规划结构图

 公共设施规划图

 城市安全及防灾系统规划图

 总体鸟瞰图（若干）

 分期开发示意图

 相关经济技术指标

（2）详细设计

 重点节点设计总平面图（比例1：1000）

 重点节点设计鸟瞰图及透规图

 重点节点景观设计及相关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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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节点交通组织分析图

 重点节点公共空间及相关分析图

 相关经济技术指标

 设计方认为需要的其他设计分析图

5.3 展板

规格为横版A0（1189mm×841mm），8张，图版附有序号。

5.4 多媒体演示文件

MP4、AVI、WMV格式，按照1980×1080的高清分辨率制作，时间控制在10

分钟以内，包含不少于2分钟的三维立体动画（可分段植入或整体连续植入）。

解说需中英文对照（如中文解说配英文字幕，或英文解说配中文字幕），字

幕字体大小应在50英寸投影在10米的距离，以及15英寸的显示器上足以辨识。由

于文字字号和画面构图的原因，不建议简单使用方案册的电子文件版本作为汇报

演示文件。

5.5 实体模型

选择两处节点进行表达，比例统一为1：1000，模型底座大小控制在2.5米×

2.5米以内。

5.6 三维数字化模型文件

Sketchup或3DMax文件格式。

5.7 现场汇报演示文件

PPT或PDF格式，汇报时间控制在35分钟内（含翻译及多媒体演示时间），

答疑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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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电子文件

U盘及光盘各提交一份。包含设计成果（PPT、DOC文件或可编辑的PDF文件）、

CAD图纸（包含总平面图、土地利用规划图、空间控制图则等图纸的DWG格式）、

展板（A0，不低于300dpi的JPG或PDF文件）、多媒体演示文件（MP4、AVI、WMV

格式）、三维数字化模型文件（Sketchup或3DMax文件格式）、现场汇报演示文

件等（PPT或可编辑的PDF格式）。

5.9 注意事项

成果中文本、图件、展板、现场汇报文件必须采用中文（简体字）和英文两

种文字，不得单独使用中文、英文或其他外文。

多媒体演示文件应能够在windows7系统下自动播放，推荐中文配音+英文字

幕或中英文对照字幕，使用英文配音的必须+中文（简体）字幕或中英文对照字

幕。

所有规划方案成果的计量单位均应采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距离长度单位以

米（ｍ）为单位，建筑面积以万平方米（万ｍ²）为单位，用地面积以公顷（Ha）

为单位。

6 咨询条件

6.1 现状条件

6.1.1 深汕合作区整体自然气候条件

据海城气象站实测资料，年最大降雨量为3727.8毫米(1997 年)，最小降雨量

为1425.3毫米(1963 年)，多年年均降雨量为2425.4毫米。每年4～9月为汛期，汛

期雨量集中，降雨量约占全年的85%以上，其中4～6月为前汛期，以锋面低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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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7～9月为后汛期，常出现台风，并伴随暴雨，造成洪水泛滥。

6.1.2 生态环境

（1）水系

赤石河汇集多条溪流，由北向南流入红海湾。除明热河、南门河、大安河外，

十条主要溪流分别由东西两侧往赤石河汇集：里坑溪、杨桃溪、大湾溪、吉水门

溪、鸡笼水、北坑水、五碗沥、明溪水、长坑、响水坑。规划范围内主要分布有

一个水库，三角山水库。

规划范围水系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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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体

密布的水系四面环山，绕行起伏地形，途径多座山体，包括浪伞眉、八角坑

山、北笏山、龟壳岭、牛胖山、围仔山、婆山、龙山、圆墩山、蝉翼山、下角山、

象山、狮山、对面岭、虎尾坑山、沙浦山等。规划范围内最高山体为北部的浪伞

眉，高约690米。

山体分布示意图

（3）岸线

《深汕特别合作区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将深汕合作区内的河岸分为4种类型：

原始生态岸线、初级生态岸线、高级生态岸线和硬化岸线。规划范围主要分布有

原始生态岸线与高级生态岸线两个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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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现状河道岸线分布示意图

（4）植被

深汕合作区植被属南亚热带季风常绿林植被。北部的山地丘陵地区植被类型

较多，且覆盖率高。海拔250米以上的自然植物为马尾松、杉木、红花荷、荷木、

黄杞、青岗、毛栎、石柯、竹叶栎、大头茶、香港楠、钝叶樟等组成的常绿阔叶

林、针叶林、混交林；人工植被有杉木、麻栎、竹、油茶、棕榈等经济林。海拔

25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人工植被以杉木、湿地松、茶树、柑桔、桃、李、梨、梅、

海棠、芒果及农业作物等为主；自然植被有马尾松、岗松、鹧鸪草等组成的灌木

丛。沿海港湾滩涂生长有红树林植被、草本植被等。水生植物以昆布、马尾藻、

羊栖菜、海带、海萝、水浮莲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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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洪涝灾害

（1）洪涝灾害及成因

规划范围所在赤石河流域主要灾害为洪涝灾害，其主要成因为台风风暴潮带

来的强降雨和潮水顶托，以及内部不完善的防洪排涝体系。1949至2008年深汕合

作区所在汕尾市先后发生较大风暴潮29次，平均每2年发生一次，其中十二级以

上台风共7次，平均每8年发生一次。

赤石河流域 50 年一遇淹没范围

（2）现状防洪排涝体系

规划范围所在赤石河流域现状整体为村镇地区，建设用地较少，山地、农田

较多。初步建立了以自然排水为主的，“上蓄、中防、外挡”的较低标准防洪排

涝体系。

上蓄：赤石河流域缺乏大型水利调蓄设施，上游及各支流现状建设有19座小

型水库，其中小（1）型4座，小（2）型15座，控制集雨面积38.22平方公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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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容为2042万立方米。

中防：村镇临河建设区域，结合自然山体屏障，建设有堤防工程及闸门等水

利设施，初判其标准为5~20年一遇，主要分布于明热溪与赤石河交汇处赤石镇、

福田村、新城村段，以及南门河鹅埠镇段。同时，随着近年开发建设的加速，鹅

埠片区南门河北岸的4条支流（边溪、新屋、鹅仔下、田寮）已按20年一遇防洪

标准进行整治。

外挡：沿红海湾建设有海堤系统，标准为5~20年一遇，堤防高程2.8~4.0米。
赤石河流域现状水库

水库名称 所在地
集雨面积（平

方公里）

总库容（万立

方米）

正常库容（万

立方米）

死库容（万立

方米）

兴利库容（万

立方米）

下径水库 鹅埠镇 3.65 506 406 31 375

小漠水库 小漠镇 2.1 222 200 4.1 198.9

窑陂水库 赤石镇 6.24 547 410.3 4.3 406

三角山水库 圆墩林场 3.62 291 236 14 222

洛坑水库 赤石镇 2.5 35 —— —— ——

沈坑水库 赤石镇 2.35 55 —— —— ——

里坑水库 赤石镇 1.1 72 —— —— ——

洋坑水库 赤石镇 2.35 51 —— —— ——

新安水库 赤石镇 1.3 50 —— —— ——

深涌水库 赤石镇 4 12 —— —— ——

秋塘水库 赤石镇 1.5 25 —— —— ——

长坑水库 赤石镇 0.3 17 —— —— ——

王京埔水库 赤石镇 1.5 12 —— —— ——

锡坑水库 鹅埠镇 1.5 35 —— —— ——

响水水库 鹅埠镇 0.8 21 —— —— ——

南风坑水库 小漠镇 0.31 13 —— —— ——

港尾水库 鲘门镇 0.94 57 —— —— ——

响水坑水库 圆墩林场 2.16 21 —— —— ——

合计 38.22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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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汕合作区现状水利工程建设图

6.1.4 河道水质及水位

赤石河流域整体水质条件较好，自福田村拦水坝以下段为感潮河段，为咸淡

水，水位变化受潮位变化影响；拦河坝以上段为淡水河道，旱季水位较低。

（1）水质条件

规划区内现状水系水质条件整体良好，赤石河干流及明热河基本满足《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边溪河和南门河为工业纳污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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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本满足Ⅳ类水体标准。在赤石河的中游和下游，以及南门河的下游出现部

分水质因子超标的现象，如PH值、溶解氧、CODcr、BOD5、高锰酸盐指数和TN，

主要污染源来自于鹅埠镇工业区。

近岸海域水质基本达到海水Ⅱ类标准，铜离子浓度有所超标。

河道水质情况

（2）水位情况

赤石河自福田村拦水坝以下段为感潮河段，其水位受潮汐变化影响，多年平

均水位约0.5米，多年平均高水位约0.9米，多年平均低水位约0.1米。赤石河自福

田村拦水坝以上段，多年平均水位为1.1~42.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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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石河多年平均水位

6.1.5 建设情况

（1）现状用地情况

规划范围内（含统筹考虑范围）已建设用地面积为2.2平方公里。土地利用

现状主要包括村庄建设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工业用地、

宗教活动场所用地，其中村庄占比67%，城市化程度较低。

旧村落主要位于设计范围中北部，沿赤石河两岸零散分布；零售商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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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宗教场所主要分布在范围内324国道两侧和赤石镇内。河口入海湿地处规

划打造湿地公园。

规划范围内赤石镇产业以制造业和种植业为主，全镇现有电线、塑料、皮革、

造纸、塑料制瓶、毛织、制鞋、假发等企业近30家，现已建成了以西番莲、葛薯、

马铃薯、山姜、菜椒为主的五大农业生产基地。

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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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石镇村落风貌 福田村风貌

云台禅寺 现状湿地景观

（2）现状服务设施情况

范围内商业旅游服务设施较少，主要设施包括：凤河晚渡、新厝林寨、华润

置地赤河广场、1个高速服务区、3座寺庙；公共服务设施主要是为村镇服务的公

服，主要包括：1个中学、4个小学、1个幼儿园、3个加油站、1个派出所、1个卫

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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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6.1.6 交通情况

（1）区域交通

从设计范围内经过的轨道轨道交通主要有厦深铁路，在范围外东侧设有鲘门

站。对外联系的道路主要有南部的深汕高速（双向4车道）及324国道（双向2车

道，局部双向6车道）、北部的潮莞高速，总规中已明确深汕高速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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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区域交通情况图

（2）内部交通

设计范围内部交通尚不完备，东西向以南部的深汕高速（双向4车道）及324

国道（双向2车道，局部双向6车道）、北部的潮莞高速为主；南北向道路以赤石

镇内乡道为主，疏密不一，断头路较多。赤石河沿岸有连续的道路连通，具备良

好的亲水性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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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内部交通情况图

（3）水上交通

范围内水上交通枢纽主要有小漠渔港，范围外东侧设有鲘门港。

6.2 相关规划

深汕合作区在总体层面编制《深汕特别合作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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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为本次规划的前提基础。针对于研究重点——河流韧性安全，开展过《深

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合规划修编》、《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心区竖向与排水防涝规

划研究》等规划，作为生态安全的资料基础。同时深汕合作区内曾组织《深汕特

别合作区中心区概念城市设计》，中心城区段区域建议充分吸收中心区概念城市

设计的优点进行设计优化。

6.2.1《深汕特别合作区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纲要》

《深汕特别合作区总体规划（2020~2035年）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提出打造“新时代区域协调创新发展的山水田园生态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

总规纲要全域要素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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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空间格局

《纲要》提出要构筑“一湾、一屏、三山、三河、多廊”的全域生态安全格

局。其中“三河”，即赤石河、南门河、明热河骨干水系，是彰显水城共融、蓝

绿交织城市底蕴的生态脉络。同时要求依托赤石河打造“一河两岸”滨水特色景

观带。

总规纲要生态空间格局规划图

在具体管控层面，《纲要》提出要防止赤石河、明热河、南门河等自然水体

水质恶化，地表水环境功能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力争达到100%。

并要求对于赤石河主干道两侧及滨海岸线管理基线应保留一定后退范围的建设

管控区。管控范围内应尊重现状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滩涂、湿地、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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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等稀缺资源，不得开展对城市综合安全、环境风貌有影响的建设活动。尤其

要加强赤石河和明热河两岸自然滩涂、湿地、红树林等资源的保护，彰显城乡交

融、城绿相映的生态河畔风貌，南门河侧重打造生活气息浓厚、生态文明发达的

滨水生息风貌。

（2）空间结构与组团情况

《纲要》同时确定了深汕合作区“一心，两轴，三带，四组团”的整体空间

结构。

总规纲要城乡空间结构规划图

中心组团是围绕政务文化片区和高铁站片区形成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组

团，该组团作为高端商务区和政务区，以行政、文化、商务、科研等为主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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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城市级大型公共服务设施。

南部组团作为新兴海港商贸区和滨海生态旅游区，以文化旅游、临港产业等

为主导功能。

北部组团作为康养度假区，以生态康养、休闲度假等为主导功能，并结合山

水田园建设美丽乡村。

（3）道路交通

总体设计范围内规划有两条城市快速路，深东大道与望鹏大道；规划城市主

干道8条，其中包括发展大道、宜城大道、龙山路、深汕大道、科教大道、创智

路等；规划互通立交3个；港口1个，即小漠客运港。规划范围中部东侧紧邻深汕

站枢纽，设计范围内未规划其他大型交通枢纽设施。

总规纲要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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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设施

总体设计范围内包含1个会展博览中心/国际会议中心，1个宗教设施，1个综

合体育馆，1个综合医院，1个海洋博物馆及1个海上运动基地。

总规纲要重大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图

（5）特色村落

总规纲要提出延续地方乡愁，重点保护新厝林、秋塘村、新城寨、洋坑寨等

具有特色古村落，合理和适度开发赤石古村落群、鹅埠畲族村等特色村落，保留

赤石北等片区的乡村聚落。规划设计应在上述规定范围内探讨保留村庄的处理方

式，注重延续原住居民社群根基与文脉，彰显文化传承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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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心区概念城市设计》

《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心区概念城市设计》（以下简称《中心区城市设计》）

以“共生绿都”为愿景，强调山水绿廊的贯通，构建一个基于多元化城市建构理

念的新城市。国际咨询应考虑与中心区设计方案的良好衔接。

中心区城市设计总平面图

6.2.3《小漠文化旅游小镇规划》

小漠片区规划正在编制过程中，未来定位为“国家级文化旅游特色小镇，中

国生态度假城镇标杆示范”，并提出“开创新时代的滨海生活方式”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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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富有活力的滨海生活。

国际咨询可以进一步优化片区方案，并注重赤石河入海口区域的生态环境修

复与保护，结合河道的综合整治，增强区域防灾能力，提高赤石河“一河两岸”

整体景观风貌品质，丰富城市服务功能。

小漠文化旅游小镇总平面图（2019 年 8 月阶段成果图）

6.2.4《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合规划修编》

该规划对前期编制的防洪排涝规划、水系规划进行整合，与《深汕特别合作

区中心区竖向与排水防涝规划研究》、《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进行

衔接，提出防洪潮排涝系统方案，并划定水系控制范围线。

（1）现状淹没评估

现状条件下，赤石河200年一遇洪水位下淹没评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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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条件下赤石河沿线 200 年一遇淹没范围

（2）防洪排涝标准

规划确定防洪潮标准为：深汕合作区的城市防护等级为Ⅰ级。防御海潮标准

为200年一遇，赤石河干流防洪标准为200年一遇，明热河干流、南门河干流的洪

水标准为100年一遇，各片区内部水系防御标准为50年一遇。

排水防涝标准为：能有效应对不低于50年一遇暴雨。

（3）总体防洪排涝体系

以整条河流为治理单元，统筹流域防洪规划，采取“蓄洪、滞洪、截洪、排

洪、挡洪、避洪”等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理。受赤石河洪

水顶托时，中心城区内小水系衔接处需建设闸门，考虑抽排和调蓄涝水。赤石河、

南门河下游受潮水顶托时候，利用河道空间进行错峰调蓄，潮水退下时再排入海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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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排涝工程体系

6.2.5《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心区竖向与排水防涝规划研究》（在编）

该规划研究与《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合规划修编》在水系规划、赤石河防

洪规划方面进行了协调，相关标准及水系管控范围等相一致。

该规划在防洪排涝规划、道路规划和排水管网规划的基础上进行了竖向总体

布局。规划对于洪涝风险区的整体处理策略为抬高建设场地至200年一遇洪水位，

同时，注重对现状山体、村庄、内部排涝通道等的预留和保护，确定整体场地竖

向规划方案，并根据防洪排涝水位等确定道路标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雨水工

程和污水工程的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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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竖向规划方案

6.2.6 深圳市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工程（三期）——深汕合作区

深汕合作区内的河道多为天然河道，目前正在开展《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

合规划修编》工作，且规划成果并未最终确定，该河道管理范围线勘定依据为截

止至2019年10月31日深汕合作区内的河道现状及《深汕特别合作区水利综合规划

修编》的最新规划成果，旨在为河道后续的综合治理提供用地保障。

本次设计可参照河道管理范围线范围进行相关设计，如规划方案对既有水系、

防洪排涝、竖向规划等进行了优化调整，可根据方案需求，校核并优化目前河道

管理范围线。

6.2.7 《深汕特别合作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6-2035 年）》（送审稿）

该规划与本次咨询相关内容主要涉及水环境功能区划方案。

深汕合作区水系水环境水质目标远期全部执行Ⅲ类地表水水质标准，近期南

门河与边溪河交汇口至南门河与赤石河汇口段、赤石河小漠桥至赤石河入海段口

段执行地表水Ⅳ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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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目标（左图为近期，右图为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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