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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总体规划（2014—2030年）（草案） 

（概要） 

一、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潼湖、潼侨、沥林三镇镇以及陈江街道的

部分区域，面积约 128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约 38 平方

公里，潼湖湿地公园面积约 55 平方公里。 

二、 发展背景 

为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2020 年）》和《珠三角五个一体化发展规划

（2009-2020）》，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速“惠州制造”向“惠

州创造”转变，在大亚湾作为向海发展“蓝色引擎”的同时，围

绕潼湖湿地构建“绿色引擎”，实践示范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 

规划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生态文明建设思路指导

下，以转型发展为诉求；依托优质湿地生态资源，走生态型、

智慧化的发展道路，构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使之成为引

领惠州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地。 

三、 战略定位 

(一)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通过建设潼湖生态智慧区，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在产

业发展、建设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适合

惠州长远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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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实践区 

形成创新要素高度聚集，以及产、城、人的深度融合，

引领产业、社会和政府的转型，推动惠州制造向惠州创造转

变，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示范区。 

(三) 珠三角创新要素集聚区 

紧紧抓住创新的核心要点作为突破口，推进创新链、产

业链和资金链“三链融合”，形成创新要素高度聚集，高端聚集

区。 

(四) 惠州智慧城市引领区 

在规划范围率先实现信息技术应用与城市经济快速增

长、城市服务管理创新协调推进的新局面，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全面满足城乡居民需求，社会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各项管

理活动协同推进，智慧化的民生服务惠及全民，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智慧区。 

四、 规划原则 

（一）产业体系发展原则 

构建创新要素和先进生产力聚集区。围绕潼湖湿地，布

局战略新兴产业环廊。形成以高端信息制造业为基础，信息

服务与研发创意为拓展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为支撑，湿地旅

游业为引领的现代绿色生态产业体系。通过多个产业集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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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互为支撑和服务，打造区域经济和城市建设新的发展

高地，引领惠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崛起。 

（二）土地利用规划原则 

整合环湖空间，大疏大密拓展。环湖通过构建多个非均

质的组团来联系外向功能。 

（三）湿地生态保护原则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循环系统。以现有山水条

件为基础，梳理沿山、沿路、沿水的生态廊道，构建山水相

连、城景相依的大生态格局。 

（四）综合交通规划原则 

建设以人为本、公交优先的多元交通体系。规划建设以

“TOD+短出行”为基本模式的、“智慧型”一体化综合交通系

统。 

（五）城乡统筹发展原则 

推进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激发本土活力。走新型

城镇化道路，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打造乡村综合建设示

范工程。 

（六）规划分期实施原则 

精明启动、睿智增长、滚动发展。结合发展条件与发展

状态，秉承睿智增长的理念，合理确定优先发展的区域，有

计划分步骤的推进全区发展过程。 

五、 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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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疏大密空间策略；生态智慧城发展策略；公交

＋慢行主导的 TOD 空间发展策略” 打造城市与自然融合、

城市与产业融合的空间格局。 

潼湖生态智慧区将形成“一环、双核、多园”的城市空间结

构。 

一环：环湿地产业走廊 

双核：生态核、科技金融服务核 

多园：国际合作产业园、科教园、深莞惠合作示范园、

大数据产业园、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园 

类

型 
名称 

用地规模 

(公顷) 
主导功能 项目引入 

核

心 

生态核 5552.2 
生态涵养、游憩、

科普教育 

湿地公园、生态农业、科研农业、农耕文

化体验园、观鸟点、水质监测站等 

科 技 金 融

服务核 
592.4 

金融业 

服务咨询业 

会议会展业 

商业零售、餐饮娱乐、医疗、展览、宾馆

酒店、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科技咨询、

法律支撑、O2O 研发中心、行政中心、

国际会议中心、知识产权销售等 

产

业

园 

大 数 据 产

业园 
618.5 

大数据 

移动互联技术研发

“大数据”中心、移动设备终端制造、移动

支付设备制造、激光通信实验室、5G 研

发推广总部、芯片研发实验室等 

科教园 500.3 
教育培训产业 

文化产业 

大学及高教园区、教育培训、企业管理学

院、国际学校、矿山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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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莞 惠 合

作示范园 
588.5 

环保产业 

生态产业 
环境工程、环保设备、新材料研发等 

国 际 合 作

产业园 
1098.7 

中韩合作产业 

中新合作产业 

中以合作产业 

太阳能光伏、储能与动力电池、汽车关键

部件研发、高端医疗设备等 

工 业 设 计

及 创 意 产

业园 

1488.7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工业设计 

创意产业 

电子产品设计、通信产品设计、家电设计、

数码、电脑产品设计、创意乡村、人才中

心等 

注：各产业园面积为规划区和规划协调区范围面积。 

六、 生态保护 

梳理区内重要生态资源，划定生态控制红线，严格控制

线内的开发建设活动，保障生态安全。规划建设湿地公园、

森林公园、生态廊道，大力推进森林碳汇、生态景观林带、

森林进城围城、乡村绿化美化等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加

强环境整治保护，构建城在自然中、自然在城中、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城绿相融的生态网络体系。 

(一) 加强潼湖湿地的综合保护与利用 

潼湖湿地是智慧智慧区的核心优势资源，必须充分对其

进行保护，进行生态系统修复，达到水清景美的生态景观效

果。遵循生态为先，适度利用原则，在保护区周边，结合城

市功能组团，安排组织游憩活动，使湿地与城市功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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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叠加效应。 

(二) 湿地生态系统修复 

在对潼湖流域污染源强调查和分析，特别是对潼湖湿地

退化诊断和驱动因子解析的基础上，依据所制定的该区域水

环境保护和湿地生态修复目标，制定出“以污染源系统治理

+流域清水产流机制修复+湖泊水体生境改善+流域管理”为

主线的潼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功能重建对

策。 

(三) 湿地保护范围的划分 

为更好的保护潼湖湿地,同时亦能对湿地进行适度的改

造和利用，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规划拟根据潼湖湿地中不同地区的特征，生态敏感性的高低

差异，将潼湖湿地划分为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外源污染控

制区三个层面进行控制。 

围绕核心资源潼湖，建设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打造成

国家 5A 级景区。结合城市功能，建设湿地系统,包括净化湿

地、游憩湿地、景观湿地。 

七、 智慧城市建设 

(一) 传统建城智慧运用 

潼湖生态智慧区的规划建设理念，应当在大山水格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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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充分汲取劳动人民的传统智慧，重视与自然的关系、重视

生产生活的关系。潼湖生态智慧区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形

成“山绕城、城傍绿、绿环水”的现代山水城市格局。 

(二) 智慧城市建设 

通过智慧化手段加快城乡经济转型升级、创新社会管理、

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潼湖生态智慧区作

为惠州智慧城市的重点示范区应当具备信息资源整合集成

化、城市管理集约协同化、公共服务便捷高效化、产业增长

绿色低碳化四大特征。 

八、 支撑体系 

(一) 综合交通 

提高对外交通综合承载力 

规划设想将原有深惠城际（西线）改线,接入沥林站,同

时预留向北通道,将沥林站建设成为深莞惠重要的交通节点,

拉动智慧区持续发展。城际轨道交通包括在建东西向的莞惠

城际，以及规划南北向的深惠城际（西线），未来分别联系

深圳、东莞、广州等周边城市。 

潼湖生态智慧区对外公路系统主要由高速公路、省道组

成，其中高速公路 3条（博深高速和潮莞高速的基础上，规

划新增河莞惠高速），省道 2 条（省道 120 和省道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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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便捷的对外交通网络。 

构筑多层次、一体化的内部交通系统 

构筑层次分明的综合交通骨架。智慧区未来形成以高速

公路与快速路为骨架、各组团内部路网以方格网为主要形式

的路网格局。由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组成“环网相扣”的

城市交通性道路骨架，每个组团通过高快速路相互连接成整

体，保证交通通畅。完善通村公路网，逐步实现城乡交通一

体化。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对外采用“城际轨道交通+城际公交”

的结构形式；对内采用 “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干线(有轨电

车+普通公交)”为骨干，以“社区公交+出租车”为补充的

结构形式。 

构建完善的绿色慢行交通系统。以实现城市多方式交通

出行协调发展为目标，大力发展和提倡慢行交通，构建以人

为本的慢行交通系统。构建山-水-田-城相融合的城市慢行

系统，依托绿色、友好、多样化的慢行空间，实现“幸福慢

生活”。规划慢行系统由慢行区、慢行廊道和慢行节点三大

部分组成。 

运用智能交通及交通管理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和道路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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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水平。进行交通需求管理规划（TDM）；交通系统管理规

划（TSM）；智能交通系统规划（ITS）。 

(二) 基础设施 

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 

整合资源，加大投入，提升基础网络能力，以“移动网+

互联网”为主骨架，全方位推进无线网络和光纤网络建设，

为建设“智慧智慧区”提供支撑。 

打造低碳智能的能源供给体系 

优化能源结构，加快电源电网设施建设，推进天然气管

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积极一应用推广低碳能源技

术。 

建立先进完善的供排水体系 

积极加强防洪基础设施和水源工程建设，完善防洪、供

水系统，推进水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建设优质水

源地和安全供水体系，为区域提供防洪和水资源保障。 

严格保护饮用水源区 

以东江为主要饮用水水源，观洞水库、石鼓水库和黄皮

岭水库作为补充水源和应急备用水源。饮用水水源各级保护

区的水质保护目标均为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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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综合协同的防灾应急系统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减灾”原则，强化防洪排涝、抗

震、防风等防灾体系建设，增强防灾减灾和应对突发事件的

能力，建立覆盖城乡、保障有力的综合防灾系统。 

强化各类消防设施建设 

建成消防安全布局合理、消防站布点均衡、消防基础设

施完善、消防技术装备精良、消防信息化先进的现代化消防

系统，火灾预防、扑救和抢险救援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建立抗震防灾应急系统 

构建由防灾应急指挥平台、防灾疏散主干通道、次干通

道、防灾避难场所以及防灾据点等组成的综合防灾避难疏散

体系。建立健全防灾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 

重点设施建设 

供水工程：扩建潼湖水厂至 60 万立方米；保留现状观洞

水厂和沥林水厂，近期继续为规划区供水，远期作为应急水

厂；距离城区较近的村庄纳入城镇供水体系，其他偏远的村

庄主要以村庄为单位，建立小型的净水厂，供给生活用水。 

排水工程：建成 4 座污水处理厂，其中，扩建潼湖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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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和沥林镇污水处理厂；新建规划 1#、2#污水处理厂，

总处理规模达到 21 万立方米/日。结合规划 1#污水处理厂和

2#污水处理厂建设再生水处理厂。 

水利工程：完善保护东江左岸东江特大桥至北截洪渠之

间的堤防。加高加固甲子河、梧村河等内河防洪堤。拓宽疏

浚甲子河、社溪河、梧村河、东楼河、水围河等内河的河槽，

增加过水断面。共设置 10 座节制闸、站。加固北截洪渠左

岸堤防，进行河道清淤，拓宽部分河道断面。 

 

(三) 公共服务 

以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推进公共服务配套的均等化发

展，城市建设与公共服务建设互为依托、互促共进。创新体

制和完善城乡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推进

劳动力队伍培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和方法。在规划期末实

现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区域均等、常住人口全覆盖，建

设珠三角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创新发展示范区。完善城

乡公共服务体系。 

九、 城乡统筹 

(一) 城乡统筹策略 

推进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激发本土活力。依托潼

湖新区建设，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城市与乡村，功能扁平化，

空间差异化。城市体现集约高效、田野环绕、绿廊穿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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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即是“慢城市”，镶嵌在绿野之中。 

(二) 村庄布局规划 

本次规划对规划区范围内的 19 个行政村，按照潼湖新

区建设的整体需要，和其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产

业特点，划定为不同类型的村庄(保护型、置换型、整治型、

搬迁型)，以便于分类规划和分类分期建设。 

十、 近期建设重点 

(一) 起步区选择 

起步区包括科技金融服务核起步区 5.0 平方公里、国际

合作产业园起步区 4.3 平方公里，共约 9.3 平方公里。二期

将向南发展，依托目前正在规划之中的深惠城际轨道，建设

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园和大数据产业园；远期将向西发展，

建设深莞惠合作示范园、科教园等。 

(二) 近期项目布局 

公共服务类项目，优先向科融中心集中；高附加值及创

新型产业，优先向国际合作产业园集中；研发类项目，优先

向沥林研发组团集中。 

（1）道路交通 

道路交通配合启动区的发展，重点处理好与南北两个协

同发展园区的联系、以及与现状仲恺高新区的关系；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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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莞惠城际开通对本区域的拉动作用。 

 （2）绿地系统 

整治现有河道水系，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恢复水体水质，

提升河道景观。建设城市公园；与部队协商，划定潼湖湿地

保护范围，并进行生态修复；在东岸地区建设游憩公园。 

（3）基础设施 

构建生态型、智慧型基础设施体系；并完成各专业示范

点，例如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分布式能源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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