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揭阳市行政辖区，总面积约 5240 平方公里。重点范围是揭阳

历史城区范围，面积约 1.06 平方公里。

二、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0-2035 年，与《揭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的规划期限一致。

三、规划原则

（1）整体保护、应保尽保。

（2）保护历史真实载体和历史环境。

（3）合理利用、永续发展。

（4）统筹规划、建设、管理。

四、历史文化价值和名城特色

在现行名城保护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城市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

补充、深化完善、整合提炼，形成揭阳的四项历史文化价值和四项名城特色，为

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奠定基础。

1.历史文化价值

（1）揭阳是历史悠久的粤东古邑，文物古迹丰富

揭阳是广东潮汕地区最早的正式行政建制，是广东省最古老的县份之一。揭

阳文物遗存十分丰富，全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1714 处，已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339 处。境内虎头埔古窑址是广东省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结

构最清楚的古窑群遗址，被誉之为“广东第一窑”。

（2）揭阳是潮汕文化重要发源地和活态传承地

揭阳是潮汕文化重要发源地，地方传统习俗传承脉络清晰，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域特色鲜明，民间信仰丰富且独特，丛厝式潮汕民居建筑体现了宗族文化传承。

揭阳是我国著名侨乡，大量宗祠、寺庙、侨批等遗产是海外华侨的乡愁所系，浓

厚的华侨文化烙印体现了近现代潮汕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

（3）揭阳古城是延续千年的岭南水城，古城格局保存完整



揭阳是著名的岭南水城，古城历史格局保留完整，古城水系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水系的变迁贯穿了古城的发展演变脉络。古城选址于榕江南河、北河之间，

以天然河川为护城壕，利于军事防御。古城水系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营城智慧，

不仅作为城市重要的军事防御，还长期发挥供水、防洪、交通运输、景观绿化、

溉田灌圃等功能。古城距榕江入海口约 45 公里，享潮汐之利，便于开展水上贸

易运输，历史上揭阳港长期作为潮汕地区最大的粮食出口港，商贸活动有力地推

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和古城开发建设。明清时期揭阳古城内的商业街市多缘溪而建，

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独特商贸城市格局延续至今。

（4）揭阳是具有深厚革命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

揭阳是广东省近代重要的红色革命见证地，是海陆丰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

境内发生过棉湖战役、汾水战役等重大战役，先后留下周恩来、贺龙、叶挺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事伟大革命实践的深深印迹。全市现存较重要的革命不可

移动文物 96 处，革命老区村庄 2106 个。

2.名城特色

（1）依山傍水的城乡环境

揭阳的自然山水风景优美，市域内古城、古镇、古村选址多依山傍水，形成

大量极具岭南水乡特色的聚落文化景观。其中，揭阳古城群峰环峙、两江汇流的

城址环境是我国山水城市选址营建的典范。

（2）水上莲花的古城格局

揭阳古城内水网密布，水系格局独特，明清时期的揭阳古城形成内外双护城

河、城内纵横交错的独特水系格局，“北滘通南滘，前溪接后溪。暗随潮上下，

分绕县东西”的岭南水城特色延续至今。

（3）中西交融的建筑风貌

揭阳古城内大量宗祠、寺庙和传统民居建筑呈现出鲜明的潮汕地域特色，与

民国时期建成的骑楼商街共同构成了潮汕风情、中西交融的特色建筑风貌。

（4）烟火浓厚的古城生活

揭阳古城人口稠密、生活气息浓郁、饮食文化丰富、民间艺术活动活跃，行

彩桥、城隍庙会等大规模民俗活动在古城内流传数百年，至今仍为市民所青睐。

五、保护层次



坚持整体保护的理念，建立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与文物保护单位三

个层次的保护体系。

六、保护内容

基于名城价值特色，结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揭阳构建全时空、

全要素、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的新时期名城保护传承体系，涵盖市域范围内的山

川形胜、文物古迹、名城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城

址环境、历史格局、景观风貌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等历史地段。

通过各类保护要素的名录梳理摸清历史文化家底，分类提出保护管控措施，

构建市域层面整体保护和传承的历史文化展示体系，留住属于揭阳、属于潮汕的

乡愁记忆。揭阳名城保护传承体系的保护要素和保护内容详见下表。

表 揭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内容一览表

保护层次 保护要素 保护内容

市域

山川

形胜

重要山体

黄岐山、紫峰山、紫陌山、桑浦山、独山、

明山、巾山等历史人文景观丰富的山体；

小北山、大北山、大南山蜈蚣岭、圆通山

等自然景观独特的山体

重要河湖水系 榕江、练江、龙江等

自然保护地与风景名胜

区

大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小北山自然保护

区、桑浦山自然保护区、黄岐山风景名胜

区、紫峰山森林自然公园等

文物

古迹

文物

保护

单位

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揭阳学宫（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旧址）、

丁氏光禄公祠（丁日昌旧居）、古榕武庙

（关帝庙）、揭阳城隍庙，共 4 处

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陈氏家庙、甲东里、揭阳县署围墙、太史

第建筑群、榕城进贤门、彭延年墓、王氏

辅祖祠等 37 处

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革命烈士纪念碑、天后宫、岐山塔、崇光

岩、竺岗岩、侣云寺、双峰寺、商民协会

旧址、丁日昌墓、黄岐山烈士墓群等 109
处

县（区）级

文物保护单

位

广安寺、凤山寺、潮揭丰边人民委员会旧

址、徐及锋（含徐孝亮、徐孝田）墓、跃

龙桥、炽昌祠、茂贤公祠、克文家塾、倪

氏宗祠、林南陇墓等 189 处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

中共潮梅特委联络站旧址、北市魏氏书

楼、巧圣古庙、何良顺兴商号旧址、雷神

庙遗址、揭阳青年抗敌同志会遗址、揭阳

县邮电局旧址等 1393 处



保护层次 保护要素 保护内容

历史建筑

沙陇南海圣王庙、佘氏家庙、林厝公祠、

隐能公祠、吴氏家廟、新兴围、陈氏家廟、

翔龙大社、观豪公词、李福来革命烈士故

居、武工队先驱者李跃故居等 85 处

文化线路
潮惠古驿道、陆丰—揭阳古驿道、丰顺—

揭阳—潮州古驿道 3 条南粤古驿道

古树名木

2117 株古树名木，其中一级古树 23 株，

二级古树 221 株，三级古树 1865 株，名

木 8 株

名城名

镇名村

与传统

村落

历史文化

名城

广东省历史

文化名城
揭阳、揭西（棉湖）

历史文化

名镇

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
普宁市洪阳镇

广东省历史

文化名镇
普宁市洪阳镇

揭阳市历史

文化名镇
惠来县靖海镇

历史文化

名村

广东省历史

文化名村

榕城区仙桥街道西岐村、榕城区仙桥街道

槎桥村、揭西县东园镇月湄村、揭西县大

溪镇井美村、空港经济区渔湖镇长美村

传统村落

中国传统村

落

榕城区仙桥街道西岐村、普宁市梅塘镇溪

南古村、普宁市洪阳镇德安里村、揭西县

东园镇月湄村、空港经济区渔湖镇长美

村、惠来县隆江镇孔美村

广东省传统

村落

榕城区仙桥街道槎桥村、空港经济区砲台

镇雷浦村、空港经济区渔湖镇长美村、揭

西县大溪镇井美村、惠来县鳌江镇新林

村、惠来县鳌江镇新李村、惠来县惠城镇

河田村、惠来县仙庵镇京陇村

非物质

文化遗

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英歌（普宁英歌）、潮剧、潮州木雕、玉

雕（阳美翡翠玉雕）、龙舞（乔林烟花火

龙）、镶嵌（嵌瓷）、狮舞（青狮）、木偶

戏（揭阳铁枝木偶戏）、祭祖习俗（灯杆

彩凤习俗），共 9 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春节习俗（揭阳春节习俗）、行彩桥、三

山国王祭典、大溪宗祠祭典、锣鼓标旗巡

游（揭西）、鹤舞、惠来九鳄舞、赛龙舟

（揭阳赛龙舟）、酱油酿造技艺（揭阳酱

油酿造技艺）等 49 项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潮州歌谣、惠来渔歌、歌册（潮州歌册）、

大路拳、剪纸（榕城剪纸）（普宁剪纸）、

石雕、贝雕工艺、揭西擂茶制作技艺、半



保护层次 保护要素 保护内容

洋扫帚制作技艺、西陇灯笼制作技艺等

83 项

历史城区

城址

环境
山水环境

三山两水护旧城的城址环境，保护黄岐

山、紫陌山、紫峰山等古城周边重要山体

和榕江南河、榕江北河、吊桥河等古城外

围水系

历史

格局

空间格局

“东朝西市”的功能格局；一心（禁城）、

一环（城廓）、三轴（中山路、西马路、

思贤路）、多脉（玉滘溪、方厝前河、猛

水河、马山滘等历史水系）的空间结构

城廓格局 城墙走向、五门三窖城门遗址节点

历史街巷

西马路、中山路、思贤路（西段）、火烧

地街、打铜街、东门直街等 15 条一级保

护街巷；保护韩祠路、观音仔街、书院巷、

西马德记巷等 27 条二级保护街巷

历史水系
榕江、玉滘溪、吊桥河、方厝前河、猛水

河、马山滘、西湖等

景观

风貌

历史景观
谯楼晓角、玉窖乔榕、金城榕色、南浦渔

歌、双峰晚钟、钓鳌仙迹

视线通廊

古城视廊
西马路—禁城、思贤路—进贤门城楼、榕

江南河北岸—中山路—禁城

观山视廊
西湖公园湖心亭—紫峰山、中山路南口—

紫峰山、马山滘滘门—紫峰山

观水视廊

南滘门—玉滘溪、北滘门—玉滘溪、石狮

桥—玉滘溪、新街桥—猛水河、西环城路

—猛水河、东门直街东段西口—马山滘

历史地段

历史文化街区

榕城区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榕城区西马

路历史文化街区、榕城区东门直街东段历

史文化街区、榕城区石鼓里历史文化街

区、揭西县棉湖镇南门里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风貌区

榕城区禁城历史风貌区、榕城区打铜街历

史风貌区、榕城区吴西滘历史风貌区、榕

城区西湖公园历史风貌区

七、市域文化遗产的保护

规划从山川名胜、聚落遗产、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版块对全市域

遗产资源进行梳理，建立保护名录、摸清家底，分类提出保护和管控措施，注重

文明传承、文化延续，留住潮汕乡愁。

1、保护山水形胜，构筑文化与生态共荣的特色资源本底



（1）保护黄岐山、紫峰山、大北山、桑浦山等山体的自然生态环境，充分

挖掘人文景观要素，凸显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景观特色。

（2）保护榕江、龙江、练江水系，保护自然岸线和流域生态环境，深入挖

掘流域文化价值，加强对沿岸建筑的高度、体量、风貌的管控和引导，塑造文化

底蕴深厚、宜居宜游的特色滨水空间。

（3）保护惠来县滨海自然岸线和海洋生态资源，加强海防文化遗产的保护、

展示与利用。

（4）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地和风景名胜区，适度发展旅游，加强基础设施与

服务设施建设，提高景区环境品质。

2、分类、分级保护文物古迹，彰显厚重历史底蕴

构建各类文物古迹的保护名录，分类、分级明确保护措施要求，维系好揭阳

文物古迹总体数量多、年代跨度大、类型多样的文化资源优势。

（1）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全市文物保护单位 339 处，包

括 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9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89 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管理和修缮。

完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

护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段的保护要求应纳入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限期

拆除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与文物保护单位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

逐步迁出挤占单位。

（2）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保护中共潮梅特委联络站旧址、北市魏氏书楼、巧圣古庙、何良顺兴商号旧

址、雷神庙遗址、揭阳青年抗敌同志会遗址、揭阳县邮电局旧址等 1393 处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符合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求的应尽快

申报相应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并按照相关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要求实施保护。无法

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鼓励纳入历史建筑进行保护。

（3）历史建筑的保护

保护全市已公布历史建筑 85 处。加快推进历史建筑的普查确定工作，多保

多留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历史建筑。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清单和历史建筑档案，



对历史建筑予以挂牌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

建筑。

在揭阳历史城区范围内提出 153 处推荐历史建筑，包括近现代骑楼 87 处，

传统民居、家族祠堂 62 处，近现代工业厂房、公共建筑 4 处。加快开展历史建

筑的普查评估工作，符合历史建筑认定条件的应尽快纳入历史建筑名录、予以挂

牌保护。

（4）古驿道文化线路的保护

保护揭阳境内 3条南粤古驿道：潮惠古驿道、陆丰—揭阳古驿道、丰顺—揭

阳—潮州古驿道。推进古驿道本体范围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加强对古驿道的

保护与修复，依据《南粤古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中的样式做法和修复施工指引，

完善施工样式、细节和选材工作。古驿道保护范围应最大限度保留原有植被，加

强对原生环境的恢复、维护和保育，允许并鼓励在限定条件下进行与古驿道功能

不冲突的低强度开发建设。

（5）工业遗产的保护

加强对揭阳工业遗产的普查、挖掘，全面摸清工业遗产的数量、保存情况和

使用状况等基本信息。对于揭阳造船厂等价值较高、保存完整的工业厂区应保护

其整体格局，重点保护和展示工业遗产及附属设施的整体价值，加强对生产工艺

的整理，保护典型工艺流程，展示生产场景和生产方式。

（6）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保护全市 2117 株古树名木，划定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设置围栏和标志牌，

围栏和标志牌的样式应与周边环境或历史风貌相协调。落实管护责任制，明确养

护责任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砍伐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

摸排现存古井，建立古井保护名录，每年根据古井状态进行动态更新加强古

井本体修缮及周边环境治理。严禁擅自迁移、拆除古井。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古井，根据古井水源保护需要，由管理主体在古井水源的周围划定保护

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在充分研究史料、测绘、照片等资料的基础上，对于围墙、石阶、驳岸等历

史环境要素，根据不同类型的历史环境要素，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应使用原材

料、原工艺对构筑物、景观设施等进行有效的修缮和维护，最大程度地保护和展



示真实丰富的历史信息。

3、加强名城名镇名村名城与传统村落的保护，留住乡愁记忆

保护市域历史文化名城 2处、历史文化名镇 2处、历史文化名村 5处、传统

村落 13 处，加强对岭南特色聚落文化景观的传承，通过村镇文化遗产保护与活

化利用，促进乡村振兴。

（1）严禁拆除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2）尽快开展历史文化遗存的全面普查与建档，抢救濒危历史文化遗存，

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相关要求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镇进行整体保护，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山水环境。

（3）揭西（棉湖）历史文化名城和各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应单独编制保

护规划，各级传统村落应编制保护发展规划或在村庄规划中设立保护专章。

（4）加强市域传统村落的普查和认定，及时将有重要价值的村落纳入传统

村落保护名录。规划建议将市域内 18 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风貌特色突出的村

落申报广东省传统村落，其中揭东区 7处，分别为埔田镇庵后村、云路镇田东村、

玉湖镇姑山村、玉湖镇新寮村、桂岭镇岭丰村、磐东街道阳美村、磐东街道乔南

村；榕城区 2处，分别为梅云街道竹林村、仙桥街道山前村；普宁市 5处，分别

为洪阳镇宝镜院村、梅塘镇大东山村、燎原街道泥沟村、流沙东街道新坛村、大

南山街道灰寨村；惠来县 3处，分别为葵潭镇圆墩村、仙庵镇点埔村、神泉镇芦

园村；空港经济区 1处，登岗镇朱里洋村。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其他优秀传统文化

尽快推进《揭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的出台，完善非遗法规政

策建设。建立非遗传承机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可采取授予称号、

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其开办各类传习班。

保护和延续历史地名的地区功能及载体，鼓励在新地段命名中优先使用历史

地名。加强对名人文化的研究和宣传，重点保护名人故居和名人遗迹保护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5、以水为脉、以古驿道为纽带，系统展示市域历史文化遗产

构建“一心、两带、三片、三线”的揭阳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总体

结构。以揭阳历史城区为历史文化核心，重点打造榕江文化遗产聚集带和海防文



化遗产聚集带，串联揭西、棉湖—普宁、惠来三片文化遗产集聚片区；以三条南

岳古驿道为文化纽带，通过保护和活化利用古驿道带动沿线特色村镇的历史文化

保护与产业发展。

八、揭阳历史城区的保护

整体保护揭阳古城“三山两水护旧城”的城址环境和山水格局特色，保护古

城“东朝西市”的功能布局、“一心一环、三轴多脉”的历史格局和“水上莲花”

“浮水葫芦”的形态特色。分类保护古城内的历史街巷和历史水系，加强对城墙

轮廓和城门遗址的展示，强化古城格局的可感知性。

1、划定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和环境协调区，加强城址环境保护

揭阳历史城区范围与《揭阳古城保护条例》所确定的揭阳古城范围一致，东

至东环城路内侧红线，西至西环城路内侧红线，南至望江北路内侧红线，北至北

环城路内侧红线。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城市与自然山水格局的和谐关系，彰显与古城相互依存

的独特城址环境，规划划定历史城区环境协调区，范围东至榕华大道西侧红线，

西至吊桥河岸线，南至榕江南河岸线，北至榕江北河岸线，加强环境协调区范围

内的建筑高度控制和风貌引导。

2、强化景观视廊控制，显山、露水、看历史

重点加强对古城至周边山体、古城内重要水系和古城内重要历史轴线的景观

视廊控制，展示古城的山水环境特色与人文风貌特色。

（1）观山视廊

保护西湖公园湖心亭—紫峰山、中山路南口—紫峰山、马山滘滘门—紫峰山

3条古城观山视廊；加强对观山视廊范围内的建筑高度控制，至少保证紫峰山 1/3

高度以上部分的观赏效果，不得破坏山体景观界面的完整性。控制视廊内建筑的

体量及色彩，避免体量和屋顶尺度过大的建筑以及大量高彩度和高明度的色彩对

视域内的视觉景观造成破坏。提升榕江南河南岸的绿化种植和滨水景观。

（2）观水视廊

保护南滘门—玉滘溪、北滘门—玉滘溪、石狮桥—玉滘溪、新街桥—猛水河、

西环城路—猛水河、东门直街东段西口—马山滘 6条观水视廊。加强对观水视廊

观景点周边环境的管控，严控景观视廊内的建设活动，提升滨水空间的景观风貌



环境，不得在视廊范围内进行阻挡视线和影响景观风貌完整性的建设，保证重要

景观视廊通畅。

（3）古城视廊

保护西马路—禁城、思贤路—进贤门城楼、榕江南河北岸—中山路—禁城 3

古城主要视线通廊；严格控制视廊范围内的建设行为，严禁在插建对景观保护有

负面影响的建筑、构筑物。

3、从严控制建筑高度，延续舒缓优美的古城天际线

延续现行保护规划“整体控制+重点控制”的建筑高度管控思路，加强对文

物保护单位周边地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以及重要景观视廊区域的高度

控制，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及环境协调区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高度进行分级

管控。各高度控制区内，现状已存在的超过控高要求的建筑可维持原状，在建筑

达到使用寿命或面临更新时，新建或改建建筑的高度应符合规划要求。

（1）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建筑高度控制

历史城区范围内为高层禁建区。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严格

按照各自保护规划的要求从严进行建筑高度控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保

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维持原有高度，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高

度不得高于周边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北马路北侧片区按 6 层（檐口高度

18 米）控制建筑高度，方厝前河北侧、庄厝巷西侧等片区按 4层（檐口高度 12

米）控制建筑高度，历史城区其余地段总体建筑高度按 2层（檐口高度 7.5 米）

控制。

（2）历史城区环境协调区建筑高度控制

历史城区环境协调区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新建高层建筑，除天福路两侧地块建

筑高度按 9 层（30 米）控制，其余片区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高度原则上不

超过 6层（檐口高度 18 米），进贤门大道进贤门以东、邱金元纪念小学以西两侧

地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的高度原则上不超过 2层（檐口高度 7.5 米）。加强

对望江北路至榕江南河片区的建筑高度管控，鼓励重要景观视廊和历史轴线内的

建筑高度低于高度控制上限。

4、保护、恢复历史水系，织补水城格局，展示水城特色

（1）保护榕江、玉滘溪、吊桥河、方厝前河、猛水河、马山滘、西湖等历



史水系，不得填埋、占压历史水系，不得更改历史岸线。

（2）再现历史水系，织补岭南水城水网格局。加强对环禁城历史水系、马

山滘北段历史水系的调查，研究地下暗河局部露明景观展示的可能性，再现韩祠

河、沟仔墘河、马山滘北段等已消失的历史水系；可结合禁城历史公园建设在公

园内沿禁城城墙内侧打造溪流景观。

（3）开展玉滘溪、方厝前河、猛水河水系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拆除违

建，增加绿化景观。完善历史城区的污水管网系统，禁止向榕江、玉滘溪、猛水

河等历史水系直排污水。

（4）开展古城水系连通专项研究，制定吴西滘水系、莲花心内河等古城内

部水系与外围水系连通的工程实施方案，实现古城内水系的活水保质。

5、重塑古城中心，保护历史轴线与街巷肌理，传承千年营城骨架

（1）历史上禁城长期作为揭阳城市的行政中心，是中山路、西马路、思贤

路三条古城历史轴线的交汇点。严格保护揭阳县署围墙、揭阳县人民政府旧址等

文物古迹，保护禁城遗址内的古树名木和历史环境要素，延续金城榕色的历史景

观。迁出禁城遗址内的思贤中学和中山派出所，建设禁城历史文化公园。

（2）保护中山路、西马路、思贤路三条历史街巷形成的“两横一纵”丁字

形历史轴线格局，保护线中山路、西马路、打铜街、思贤路西段等 15 条一级保

护街巷；严格保护街道两侧传统建筑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保护典型

的街景风貌和轮廓线特征；严格保护打铜街道路与玉滘溪的空间关系与断面形式。

保护北马路东段、韩祠路、思贤路东段等 27 条二级保护街巷，不得随意更改街

巷的名称、走向、尺度，不得大幅拓宽街巷；不得随意改变滨水街巷与水系的空

间关系与断面形式。

6、构建环城景观带，展示“浮水葫芦”的城廓形态特色

（1）加强对东环城路、西环城路、望江北路、北环城路等与明清时期揭阳

古城城墙走向一致道路两侧建筑的风貌管控与引导，沿路设置标识展示历史信息。

（2）提升榕江北河滨江绿带、东护城河水系和引榕干渠滨水绿带的景观环

境品质，结合西环城路围墙的风貌提升植入古城历史文化展示橱窗，结合望江北

路、西环城路沿线小型空地建设口袋公园，构建环古城景观带，展示古城城廓形

态特色。



（3）整治提升进贤门周边风貌环境，以微缩景观和景观标识的方式展示西

门、北门、南滘门等已无历史遗存的城门遗址，展示揭阳古城五门三窖的历史格

局。

7、分区管控与优化古城风貌，彰显中西交融的古城特色风貌

鼓励采用本土建筑材料、运用地方传统建筑工艺修缮传统建筑。历史城区保

护范围及环境协调区内的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宜采用明朗淡雅、中明度、中纯

度色调，禁止大面积采用高饱和度色彩。

（1）一类风貌控制区

一类风貌控制区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该区域内，新

建、改建、扩建建筑禁止使用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色彩、材质，建筑体量应与传

统民居和骑楼相协调，禁止建设大体量建筑，建筑屋顶采用坡屋顶形式。

（2）二类风貌控制区

二类风貌控制区包括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内除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

风貌区之外的区域。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体量不宜过大，沿街连续

面宽不宜过长，建筑屋顶宜采用坡屋顶。

（3）三类风貌控制区

三类风貌控制区包括历史城区环境协调区。该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

在与历史城区整体风貌协调的基础上，鼓励探索传统建筑样式与现代生活方式融

合的新路径，形成既展示历史韵味和地域特色、又体现时代风尚的新潮汕建筑风

格。

8、分类保护与整治建筑，坚持“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坚决摒弃“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大量动迁街区内部原居民等急功近利

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践行“微更新”的“绣花功夫”，结合对历史城区保护范

围内现状建筑物、构筑物的风貌评估，分类提出保护与整治措施。

（1）文物建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保护修缮.

（2）历史建筑和推荐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

行维护。历史建筑应保护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色彩、结构等，内部可

增加必要的设施.

（3）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护和延续原建筑外观特征，保护有价值的建筑细部



构件和装饰物，加固建筑结构，内部允许进行改造、更新以改善使用条件.

（4）与传统风貌较协调的现代建筑可保留或进行维护整修.

（5）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应进行整治、改造使其与传统风貌相协

调。

9、文旅融合、设施支撑，建设宜业宜居宜游活力古城

（1）疏解存量、严控增量，推进历史城区保护范围内工业企业的有序疏解，

腾退用地优先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文化旅游设施及绿化开敞空间，提升历史城区

环境品质，彰显历史文化内涵。

（2）鼓励修缮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并植入非遗体验与展示、特色商业、

旅游休闲服务、社区服务等功能，激活历史空间活力。

（3）明确功能调整负面清单：禁止历史城区内进行破坏传统格局肌理、空

间尺度、传统风貌的大规模开发建设行为；严控历史城区内规划确定的非居住用

地变更为住宅商品房、酒店式公寓等居住类开发用地；严控历史城区内新增大型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严控历史城区内新增各类职业教育学校、高等院校。历史

城区内中小学不得新建和扩建；严禁新建、扩建大型专业批发市场、大型工业企

业和物流仓储设施。

（4）以 5 分钟生活圈划定社区单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站、文体活动站、

图书室、老年活动中心等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鼓励修缮、利用家族宗祠开展敬

老、养老活动，便利古城居民的日常生活。

九、历史地段的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是揭阳历史文化价值最突出、风貌特色最鲜明的

精华地区，是延续古城传统生活的魅力空间。

1、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

保护 5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分别是榕城区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榕城区西

马路历史文化街区、榕城区东门直街东段历史文化街区、榕城区石鼓里历史文化

街区、揭西县棉湖镇南门里历史文化街区。

（1）严格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标准》等法律法规，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街区保护规划应达到详细规划

深度要求，对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提出分类保护与整治要求：对核心保



护范围应提出建筑的高度、体量、风格、色彩、材质等具体控制要求和措施，并

应保护历史风貌特征；建设控制地带应与核心保护范围的风貌协调，至少应提出

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控制要求。

（2）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外，

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保护街巷不得拓宽，不得改变传统街巷的原有空间尺

度和断面形式。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改建建筑在高度、体量、

色彩等方面应与街区的传统风貌相协调。

（3）结合社区微更新，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和历史建筑的合理利用，

建设口袋公园，激活街区公共空间，结合街区历史文化特色针对性制定活化利用

策略，引入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旅游服务、特色商业等功能，成为揭阳古城文

化展示的重要窗口。

2、历史风貌区的保护

规划划定 4处历史风貌区，分别是榕城区禁城历史风貌区、榕城区打铜街历

史风貌区、榕城区吴西滘历史风貌区、榕城区西湖公园历史风貌区。

（1）编制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划定历史风貌区保护范围，纳入城市紫线。

保护规划应明确保护范围内各类建（构）筑物的分类整治要求、传统街巷的分级

保护措施、历史水系和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措施，并提出具体的高度管控要求。

（2）历史风貌区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进行新建、扩建活动（新建、扩建必

要的基础设施、建筑附属设施或者进行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确定的其他建设

活动的除外），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的高度、体量、色彩、材质等应与历史风

貌相协调；不得新建工业企业和对环境有污染的设施。

（3）鼓励满足条件的历史风貌区申报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4）提升滨水空间环境品质、改造利用工业遗产，在历史风貌区内植入传

统民俗体验、旅游服务、社区服务、特色商业等功能，成为活力古城文化体验和

旅游服务功能的重要承载区。

十、近期行动计划

1、夯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基础

（1）推进相关保护规划的编制，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历史风貌区

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规划和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等。



（2）推进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划划定，加强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已登记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

（3）开展历史城区范围内的历史建筑普查认定、公布建档、挂牌保护，加

强修缮。

2、推动古城保护与更新工程有序开展

（1）落实一批民生改善工程，包括揭阳古城水系水环境治理工程、排水系

统改造提升工程、危房评估和维修加固工程等。

（2）试点一批风貌提升工程，包括骑楼风貌整治提升试点工程、历史街巷

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历史水系景观提升工程等。

（3）跟进一批文旅融合工程，包括榕城区古驿道修复与展示示范段工程、

揭阳红色文化历史宣传基地等。

十一、相关图件

1、市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与传统村落分布图

2、市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图

3、市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示意图

4、市域保护与展示利用规划图

5、历史城区保护区划图

6、历史城区格局保护规划图

7、历史城区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8、历史城区建筑分类保护和整治规划图

9、历史城区用地调整规划图

10、历史城区道路交通调整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