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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划定目的 

为明确揭阳市域生态用地规模和生态空间结构，维护揭阳市生态安全格局，

通过落实上层次规划要求，衔接各部门生态管控要素，分级、分类、分区划定生

态控制线，建立生态控制线管理平台与机制，实现揭阳市域范围内各类生态要素

空间的严格管控。 

第2条 划定范围 

本次揭阳市生态控制线划定规划范围为揭阳市域范围，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5266.51 平方公里。 

第3条 划定依据 

（1）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08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98）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1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主席令第二十二号）（2010年） 

12）《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1年） 

13）《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年） 

1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 

15）《城市绿线管理办法》（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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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城市蓝线管理办法》（2005年） 

17）《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0年） 

18）《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2018年） 

19）《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年） 

20）《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00年） 

21）《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2000年） 

22）《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 

23）《广东省风景名胜区条例》（2012年） 

24）《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0年） 

25）《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2006年） 

26）《广东省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2010年） 

27）《广东省绿道建设管理规定》（2013年） 

28）《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第 35 号） 

2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

干意见》（2017年） 

30）《关于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的通知》（环办生态〔2017〕48号） 

31）《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的通知》

（粤府函〔2013〕202号） 

32）《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意见》（粤

发〔2014〕13号） 

33）《关于加快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22 号） 

3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相关标准规范 

1）《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环发〔2015〕56号） 

2）《城市绿线划定标准》（GB/T 51163-2016） 

3）《广东省城市生态控制线划定工作指引》（粤建规〔2014〕92号） 

4）《广东省城市规划指引—区域绿地规划指引》（GDPG—003） 

5）《广东省城市规划指引—环城绿带规划指引》（GDPG—004） 

6）《揭阳市城乡规划管理规定》（揭阳市人民政府令第 50号） 

7）其他相关标准规范 

（3）相关规划 

1）《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2012-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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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报批稿） 

3）《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粤府〔2012〕120号） 

4）《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5）《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2006-2020年）》 

6）《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粤府办〔2017〕275号） 

7）《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粤府〔2017〕120号） 

8）《揭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5年）》 

9）《揭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10）《揭阳市环境保护规划(2007-2020年)》 

11）《揭阳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报批稿） 

12）《广东省揭阳市林业生态红线划定成果》 

13）《揭阳市海洋功能区划（2015-2020年）》 

14）《揭阳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年） 

15）《广东省揭阳市流域综合规划修编报告（2005-2030 年）》 

16）《揭阳市区绿地系统专项规划（2012-2030年）》 

17）《普宁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年） 

18）《揭西县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5年） 

19）《惠来县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20）《大南海石化工业区总体规划》（2013-2030年） 

21）《揭阳大南山侨区总体规划》（2006-2025年） 

22）《揭阳市华侨文化产业创意园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23）其他相关规划 

第4条 划定原则 

（1）生态优先与系统完整性原则 

（2）因地制宜与易于操作原则 

（3）统筹兼顾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4）刚性控制与弹性引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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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目标与指标 

第5条 划定目标 

（1）建设生态揭阳，维护区域生态安全 

加强大北山、大南山等大型区域生态屏障以及各水源涵养地、湿地、农田、

林地等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要素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率，协调

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通过增加区域生态空间改善大环境，防止极端

天气的产生，有效缓解咸潮、内涝等自然灾害，清除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隐患，提升城市保障能力和“抗击打”能力。 

（2）打造绿色揭阳，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因地制宜，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尊重揭阳生态环境的城乡、分区、类型等结

构性差异，控制中心城区外围环城绿带；以人为本，结合空气流通、视野景观、

公共场所等需求拓展完善揭阳的开敞空间网络，以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为出发点，

实施生态联动，促进生态控制线内资源与城市生活的互动，建设绿色的宜居环境。 

（3）朔造特色揭阳，突显岭南水城风貌  

利用榕江南、北河以及练江、龙江等主干河流穿城而过及众多的水系的独特

优势，精心打造特色城市，要做到恢复、保护和开发并举，传统、现代和未来兼

容。重点要整治复原市区水系，注重水系景观建设，严格水系水质保护，着力打

造揭阳岭南水城特色风貌。 

第6条 划定规模及比例 

本次划定生态控制线面积共 3177.69平方公里，占市域总用地面积的 60.34%。

主要分布在外围大北山、大南山等生态屏障以及榕江、练江、龙江等沿江生态廊

道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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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生态控制线划定 

第7条 划定分类 

市域划定的生态控制线共分为四类：分别为生态保育用地、休闲游憩用地、

安全防护用地、垦殖生产用地。其中生态保育用地 2395.49平方公里，占市域总

用地的 56.04%；休闲游憩用地 94.19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用地的 1.79%；安全防

护用地 466.36平方公里，占市域总用地的 8.86%；垦殖生产用地 868.93平方公

里，占市域总用地的 16.50%。各类生态控制线划定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 市域各类生态控制线划定汇总表 

生态用地分类 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占市域用地比例（%） 

生态保育用地 2951.38  56.04  

休闲游憩用地 94.19  1.79  

安全防护用地 466.36  8.86  

垦殖生产用地 868.93  16.50  

合计（并集去重叠） 3177.69  60.34  

注： 各类生态用地统计中的部分要素有重叠（如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与生态公益林

等），其用地合计为处理重叠核减后数据。 

（1）生态保育用地划定 

揭阳市域内涉及到的生态保育要素包括：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主干河

流及堤围、水库、生态公益林、岛屿、其他重要生态保护区等 7个小类，总面积

2951.38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56.04％。 

（2）休闲游憩用地划定 

揭阳市域范围内的休闲游憩要素包括：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大型城市公园（综合公园、专类公园），总面积 94.19平方公里，占

市域总面积的 1.79％。 

（3）安全防护用地划定 

揭阳市域范围内的安全防护用地包括：基础设施隔离带、环城绿带，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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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66.36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8.86％。 

（4）垦殖生产用地划定 

揭阳市域范围内的垦殖生产用地包括基本农田保护区、水产养殖场及围垦区，

总面积 868.93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的 16.50％。 

关于市域生态控制线的各类用地规模情况详见下表。 

表 3-2 市域生态控制线各类用地划定情况一览表 

类型 面积 

（平方公里） 大类 小类 代码 

生态保育用地 

BY00 

自然保护区 BY01 348.7 

水源保护区 BY02 479.21 

主干河流及堤围 BY03 99.64  

大型湖泊及沼泽 BY04 — 

水库及水源林 BY05 63.54  

生态公益林 BY06 1138.61  

重要湿地及其保护范围 BY07 — 

岛屿及群岛 BY08 0.23  

生态滨海岸线及防护区 BY09 — 

其他生态保护区 BY10 1082.45 

休闲游憩用地 

YQ00 

风景名胜区 YQ01 — 

森林公园 YQ02 60.34 

郊野公园 YQ03 — 

地质公园及地质地貌景观区 YQ04 18.66  

湿地公园 YQ05 — 

海岸公园 YQ06 — 

综合公园 YQ07 11.89 

专类公园 YQ08 — 

生态旅游度假区 YQ09 — 

安全防护用地 

FH00 

基础设施隔离带 FH01 24.04  

环城绿带 FH02 437.02  

自然灾害防护绿地 FH03 — 

公害防护绿地 FH04 — 

垦殖生产用地 

SC00 

基本农田 SC01 862.34  

水产养殖场及围垦区 SC02 6.59  

基塘系统 SC03 — 

生产绿地 SC04 — 

林业生产基地 SC05 — 

合计（并集去重叠） 317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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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条 划定分级 

（1）一级管制区 

揭阳市划入一级管制区的内容包括市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一级水源保护区、

省内重点防洪大堤、涉及水源保护区的大中型水库、省级及以上生态公益林、无

居民岛屿、省级以上自然公园，总面积 1355.49 平方公里，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

42.66%。 

（2）二级管制区 

揭阳市域范围内划定的生态控制线除划入一级管制区以外，其余划入二级管

制区，总面积 1822.20 平方公里，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 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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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区生态控制线划定 

第9条 划定分区 

揭阳市域共分为 4 大片区，包括中心城区、普宁片区、揭西片区和惠来片区，

其中中心城区包括榕城区、揭东区、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以及空港经济区；普宁

片区包括普宁市以及普侨区；揭西片区即揭西县；惠来片区包括惠来县、大南海

工业区以及大南山侨区。各片区生态控制线划定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 4-1 各片区生态控制线划定比例一览表 

片区名

称 
行政区名称 

区域面

积 

生态控制线用地规模（km2） 
占各自区域

比例（%） 总规模 
一级管制

区规模 

二级管制

区规模 

中心城区 

榕城区 121.12  35.26  29.88  5.38  29.11% 

揭东区 498.37  320.53  124.97  195.56  64.32% 

揭阳产业转移

工业园 
211.46  90.30  10.75  79.55  42.70% 

空港经济区 216.18  105.41  57.22  48.19  48.76% 

小计 1047.13  551.51  222.83  328.68  52.67% 

普宁片区 

普宁市 1605.05  988.86  428.02  560.85  61.61% 

普侨区 15.40  2.49  0.56  1.93  16.16% 

小计 1620.45  991.35  428.58  562.78  61.18% 

揭西片区 揭西县 1347.71  942.57  381.34  561.23  69.94% 

惠来片区 

惠来县 1072.05  637.45  317.14  320.31  59.46% 

大南海工业区 133.36  30.58  5.17  25.40  22.93% 

大南山侨区 45.80  24.24  0.43  23.81  52.92% 

小计 1251.21  692.27  322.75  369.51  55.33% 

揭阳市域 总计 5266.51  3177.69  1355.49  1822.20  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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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条 中心城区生态控制线划定 

中心城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551.51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52.67%。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中心城区生态控制线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222.83 平方

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1.28%；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328.68平方公里，占片区总

用地的 31.39%。 

（1）榕城区 

榕城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35.26 平方公里，占榕城区总面积的 29.11%。按

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29.88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4.67%；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5.38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4.44%。 

（2）揭东区 

揭东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320.53 平方公里，占揭东区总面积的 64.32%。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124.97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

的 25.08%；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195.56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39.24%。 

（3）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 

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90.30 平方公里，占揭阳产业转移

工业园总面积的 42.70%。按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10.75 平

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5.08%；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79.55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

用地的 37.62%。 

（4）空港经济区 

空港经济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105.41 平方公里，占空港经济区总面积的

48.76%。按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57.22 平方公里，占片区

总面积的 26.47%；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48.19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22.29%。 

第11条 普宁片区生态控制线划定 

普宁片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991.35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61.18%。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普宁片区生态控制线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428.58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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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6.45%；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562.78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

用地的 34.73%。 

（1）普宁市 

普宁市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988.86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61.61%。按

照分级管制划分，普宁市生态控制线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428.02平方公里，

占普宁市总面积的 26.67%；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560.85 平方公里，占普宁市总用

地的 34.94%。 

（2）普侨区 

普侨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2.49 平方公里，占普侨区总面积的 16.16%。按

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0.56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3.64%；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1.93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12.52%。 

第12条 揭西片区生态控制线划定 

揭西县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942.57 平方公里，占县域总面积的 69.94%。按

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381.34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8.30%；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561.23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41.64%。 

第13条 惠来片区生态控制线划定 

惠来片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692.27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55.33%。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惠来片区生态控制线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322.75 平方

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5.80%；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369.51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

用地的 29.53%。 

（1）惠来县 

惠来县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637.45 平方公里，占县域总面积的 59.46%。按

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317.14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9.58%；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320.31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29.88%。 

（2）大南海工业区 



JieYang Ecological Control Line Planning                                                       文本 

12 
 

大南海工业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30.58 平方公里，占园区总面积的 22.93%。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5.17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3.88%；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25.40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19.05%。 

（3）大南山侨区 

大南山侨区生态控制线总面积为 24.24 平方公里，占侨区总面积的 52.92%。

按照分级管制划分，属于一级管制区的面积为 0.43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面积的

0.95%；二级管制区面积为 23.81 平方公里，占片区总用地的 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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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理实施细则 

第14条 分级管制要求 

对生态控制线内生产建设活动、文物、河流水体、林地、绿地、湿地、自然

保护区保护等法律、法规和上级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法规和上

级规章未明确规定的，本规划对生态控制线内一级管制区和二级管制区的管制分

别提出要求： 

除下列项目外，一级管制区内禁止建设其他项目： 

（1）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2）文化自然遗产保护； 

（3）森林防火、应急救援、军事与安全保密设施；  

（4）必要的旅游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除下列项目外，二级管制区内禁止建设其他项目： 

（1）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2）文化自然遗产保护； 

（3）森林防火、应急救援、军事与安全保密设施；  

（4）必要的旅游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5）必要的农村生活及配套服务设施、垦殖生产基础设施。 

二级管制区范围内确需建设的公共基础设施、公园或旅游服务设施、科研设

施项目应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环境敏感类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立项审批，作

为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规划选址论证，在立项阶段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国土、规划、建设、环保、水务、林业、海洋渔业、

农业等部门应当优先考虑环境保护要求，加强对规划设计方案、环保配套及绿化

工程的审查及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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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条 生态控制线的建设管理 

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开发建设活动，不得破坏自然资源或景观。可能造成生

态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应提出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项目所在地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实施期间的监管，督促建设单位落实保护和

恢复治理方案。 

（1）建设项目报批 

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确需建设且符合管制要求的项目，应当严格开展项目可行

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规划选址评估，并向社会公告。 

需核发选址意见书的建设工程，涉及一级管制区的，以及属于国家和省批准、

核准项目投资的，经揭阳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审查后，报省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符合管制要求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态型旅游休闲设施建设项目，应经市人民

政府审查同意后，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项目审批或核准、备案。 

经批准后，建设单位方可按项目建设基本程序，办理有关建设手续。 

（2）污染控制与建设清退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控制其辖区内生态控制线范围内的污染源，

加强对污染的治理，并逐步清理区域内的现有污染源。 

对于生态控制线范围内既有建设项目及村庄，应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

依法处理、逐步解决的原则，制定分类处置方案，报揭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分

步组织实施。 

（3）建设项目处置 

生态控制线划定前已经审批，但尚未开工且未经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应当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报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核。对生态环境

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回用地，并按有关政策规定给

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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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一级管制区内，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已依法建成的建设项目，按规定优先

开展补偿安置及建设用地清退后移交相关部门,并加强生态修复与日常管理。 

位于二级管制区内，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已依法建成的建设项目，应当根据其

对周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分别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处理： 

1）住宅及其配套设施，以及污染物排放达标、对生态保护无不利影响的项

目，可按照现状、现用途保留使用。 

2）对生态保护有不利影响的项目，引导相关权利人进行改造和产业转型，

逐步转为与生态保护不抵触的适宜用途。 

3）不符合环境保护、水源保护、水土保持、河道堤防管理、林业资源保护

等要求的项目，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未治理或

者治理不合格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件。 

4）村庄建设管理：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态控制线范围内具有历

史文化和自然风貌、生态产业特色的村庄的保护，并做好其他村庄的搬迁与集中

统一建设工作。 

特色村庄建设应当遵循用地规模、建设规模不增加的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制订村庄规划，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

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地级以上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报市人民政府审

批。 

5）其他建设项目管理：没有合法手续的其他建设项目，相关部门不得补办

有关手续，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16条 生态控制线的调整 

（1）允许调整情况 

经批准的生态控制线划定范围不得擅自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局部优

化调整生态控制线的，应当遵循生态优先、总量不减、布局优化的原则： 

① 国家、省、市、县（区）重大项目建设需要； 

②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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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公益林、饮用水

源保护区、主干河流及堤围、大中型水库及湖泊、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生态保护要

素范围调整。 

（2）调整办法 

因国家、省、市、县（区）重大项目建设需要调整的，按照“谁调整、谁申报”

的原则，涉及市管生态控制线要素的，由调整申请主体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涉及县（区）管生态控制线要素的，由调整申请主体向县（区）人民政府提出申

请。申请时，应当附具国土、规划、发改、环保、水务、建设、林业、海洋渔业、

农业等有关部门的审核意见。调整申请获得批准后，调整申请主体应当委托具有

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编制调整方案，县（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落实生态控制线

占补平衡方案。 

因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调整而需进

行生态控制线调整的，由国土、环保部门提出调整需求和建议，送市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组织编制生态控制线调整方案。 

因生态保护要素范围调整而需进行调整的，由生态保护要素的主管部门提出

调整需求和建议，送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生态控制线调整方案。 

完成调整方案后，由揭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并报揭阳市人民政府审批

及向社会公布。 

第17条 监督检查 

（1）将生态控制线管理纳入绩效目标考核体系 

揭阳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控制线管理纳入年度绩效目标考核体系。在合理

确定市、区（县、市）和部门之间的事权结构关系，明晰生态控制线管理责任的

基础上，完善考评机制，将领导责任制落实情况、日常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效果

等作为考核重点，建立健全生态建设与保护考核奖惩机制，切实推进基本生态控

制线规划的顺利实施。 

（2）健全生态控制线动态评估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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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人大和政协负责开展生态控制线划定和管理的监督工作，揭阳市城市规

划委员会负责定期评估检讨生态控制线的划定、实施管理和监督工作。 

（3）加强生态控制线巡查与监测工作 

区（县、市）人民政府是生态控制线日常监管与巡查的属地责任主体，国土、

规划、环保、水务、住建、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各司其职落实生态控制线的

日常监管和保护工作，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建设等破坏生态控制线内生态资源的

行为。城乡规划执法部门负责建立生态控制线日常巡查机制，利用遥感等现代科

技手段，对生态控制线内违法建设行为进行动态监测；环保局对生态控制线内生

态环境质量进行动态评估，将监测和评估结果报市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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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生态控制线构成对象清单 

类型 
名称 地点 对象级别 

管制

级别 

面积（公

顷） 大类 小类 

生态

保育

用地 

自然

保护

区 

广东桑浦－双坑省级自然保

护区 
揭东区 省级 一级 4830 

揭西李望嶂自然保护区 揭西县 市级 一级 8541 

普宁三坑水源林自然保护区 普宁市 县级 二级 6243 

普宁盘龙阁自然保护区 普宁市 县级 二级 2132 

揭东新西河县级自然保护区 揭东区 县级 二级 2494 

惠来黄光山县级自然保护区 惠来县 县级 二级 1063 

水源

保护

区 

一级水源保护区 揭阳市 一级 一级 24174 

二级水源保护区 揭阳市 二级 二级 23747 

主干

河流

及堤

围 

榕江 揭阳市 干流 一级 

9964 

北河 揭阳市 1级支流 一级 

上砂水 揭西县 1级支流 二级 

横江水 揭西县 1级支流 二级 

龙潭水 揭西县 1级支流 二级 

石肚水 揭西县 1级支流 二级 

五经富水 揭西县 1级支流 二级 

灰寨水 揭西县 2级支流 二级 

洪阳河 揭阳市 1级支流 二级 

新西河 揭东区 2级支流 二级 

枫江 揭东区 2级支流 二级 

车田水 揭东区 3级支流 二级 

练江 普宁市 干流 二级 

龙江 惠来县 干流 二级 

高埔水 惠来县 1级支流 二级 

崩坎水 惠来县 1级支流 二级 

雷岭河 惠来县 干流 二级 

罗溪 惠来县 1级支流 二级 

鳌江 惠来县 干流 二级 

西石湖水 惠来县 干流 二级 

螺河 惠来县 干流 二级 

水库 

龙颈上水库 揭西县 大型水库 一级 60 

龙颈下水库 揭西县 中型水库 一级 133 

横江水库 揭西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39 

大北山（黑潭）水库 揭西县 中型水库 二级 249 

河輋水库 揭西县 中型水库 二级 100 

新西河水库 揭东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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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地点 对象级别 

管制

级别 

面积（公

顷） 大类 小类 

翁内水库 揭东县 中型水库 一级 57 

南陇水库 揭东县 中型水库 一级 70 

金山洞水库 普宁市 中型水库 二级 43 

汤坑水库 普宁市 中型水库 一级 149 

白沙溪水库 普宁市 中型水库 一级 55 

上三坑水库 普宁市 中型水库 二级 0.60 

下三坑水库 普宁市 中型水库 二级 100 

石榴潭水库 惠来县 大型水库 一级 1191 

船桥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二级 33 

尖官陂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06 

顶溪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65 

葫芦潭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66 

古坑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43 

镇北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103 

蜈蚣岭水库 惠来县 中型水库 一级 2705 

生态

公益

林 

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惠来县 国家级 一级 9703.55 

省级生态公益林 揭阳市 省级 一级 104157.72 

岛屿 无居民海岛 惠来县 — 一级 23.39 

其他

生态

保护

区 

生态重要性地区 揭阳市 — 二级 1082.45 

休闲

游憩

用地 

森林

公园 

揭阳紫峰山森林公园 榕城区 省级 一级 1559 

广东大北山国家森林公园 揭西县 国家级 一级 3506 

广东黄岐山森林公园 揭东区 国家级 一级 939 

藤吊岭森林公园 揭东区 — 二级 30 

地质

公园 
黄满寨省级地质公园 揭西县 省级 一级 1866 

城市

公园 

蓝头公园 榕城区 — 二级 13.79 

东湖公园 榕城区 — 二级 15.06 

紫陌山公园 榕城区 — 二级 22.37 

玉湖公园 揭东区 — 二级 17.48 

雕塑公园 揭东区 — 二级 73.90 

体育公园 
空港经

济区 

— 二级 
9.69 

广美公园 
空港经

济区 

— 二级 
10.13 

阳美公园 
空港经

济区 

— 二级 
11.49 

机场公园 空港经 — 二级 2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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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地点 对象级别 

管制

级别 

面积（公

顷） 大类 小类 

济区 

新华公园 
空港经

济区 

— 二级 
25.31 

中离溪公园 
空港经

济区 

— 二级 
55.93 

潭角公园 
揭阳产

业园 

— 二级 
10.39 

滨河公园 
揭阳产

业园 

— 二级 
26.92 

南塘山公园 
揭阳产

业园 

— 二级 
38.98 

东陇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1.72 

梅一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2.13 

神泉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2.23 

东郊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3.55 

陇南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3.79 

华湖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4.00 

东安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5.94 

寄陇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6.79 

新乡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17.83 

华家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26.24 

华谢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27.21 

溪洋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38.22 

城北公园 惠来县 — 二级 55.16 

体育公园 揭西县 — 二级 22.93 

东部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12.34 

流沙新河湿地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14.91 

新坛头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15.31 

流沙中河滨水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24.79 

白坑湖湿地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34.84 

凤凰山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77.75 

练江湿地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79.03 

莲花山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80.91 

寒妈水库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87.50 

英歌山公园 普宁市 — 二级 107.17 

安全

防护

用地 

基础

设施

隔离

带 

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高

压廊道两侧的绿化隔离带 
揭阳市 

— 

二级 2404 

环城

绿带 
中心城区环城绿带 揭阳市 

— 
二级 4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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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名称 地点 对象级别 

管制

级别 

面积（公

顷） 大类 小类 

垦殖

生产

用地 

基本

农田 
市域范围内的基本农田 揭阳市 

— 
二级 86893 

水产

养殖

场及

围垦

区 

水产养殖场及围垦区 惠来县 

— 

二级 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