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ijie XI
Faculty of Innovation and Desig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Macau, China 

Email address 
u19091105241@cityu.mo 

Abstrac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achieve the planning goals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bay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summarizes the 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in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bay area, results show that gr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To enh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gree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reen infrastruc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基礎設施的可持續發展研究 

席志傑 

創新設計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為應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環境問題，達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規劃目標，本文從綠色基礎設施

的角度出發，對國際三大灣區進行分析並總結灣區中不同城市建設綠色基礎設施的措施，與粵港澳大灣區進行比較，

結果表明粵港澳大灣區內綠色基礎設施建設之間還需加強。根據國際經驗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引

導與可參考的實施策略，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

1.前言

在城市可持續發展中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與矛盾，而

綠色基礎設施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舉措之一。作為生

態系統服務與提高居民生活品質的主要載體，各國都非常

重視土地的可持續發展和永續利用。因此，綠色基礎設施

對於生態系統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極具貢獻意義。隨著國家

水準的不斷發展，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政策相繼出

臺。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對標日本東京灣區、美國紐約灣區

和舊金山灣區的國際四大灣區之一，其高品質發展面臨三

個主要挑戰，包括經濟開放性、經濟共用性以及綠色生態

發展[1]。《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強調粵港澳大

灣區要加強綠色可持續發展，在生態環境上要達到國際一

流灣區的水準，目標打造成適宜居住、適宜就業、適宜旅

遊的高品質生活圈。 

由於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化進程加快、商業大力開發

等因素，用於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土地處於短缺，居民對

於居住的生活環境難以滿意。相反，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

理性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重

視生態環境與綠色可持續發展道路。國外大量研究表明，

合適的、高品質的綠色基礎設施能夠為人類生存的城市帶

來廣泛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 ，如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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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雨洪管理、綠道工程；城鄉協同發展

和生態永續等方面的都市農業、城市森林體系。 

11.綠色基礎設施闡述 

1.1綠色基礎設施概念 

美國保護基金會在 1999 年提出一項計畫，把綠色基

礎設施納入各地區，並為綠色基礎設施這一名詞進行定

義：綠色基礎設施是水道、濕地、林地、森林、綠化植被、

保護區、空氣和水等自然資源組成的自然生命支撐系統。

這個系統中的元素基本為人類生活的基礎，對城市居民的

生活品質有貢獻，是一個互相關聯的網路。綠色基礎設施

以生態利好的狀態對自然和人都有好處 [2]。除美國提出的

概念外，英國西北綠色基礎設施組織認為綠色基礎設施是

由自然環境因素與綠地系統組成的共同體，包括類型、功

能性、周邊環境、尺度、連通性這五個元素。 

但是，有關綠色基礎設施的概念並沒有得到統一，不

僅不同國家的學者提出的定義不同，而且不同學科，甚至

同一國家和同一學科內不同的學者，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的

定義都有各自的理解。Davies 在《綠色基礎設施》中將綠

色基礎設施定義為：它是一個有關於城市的多功能開放空

間網路，其中包括公園、花園、林地、綠色通道、水等 [3]。

中國學者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的概念普遍認可美國率先提

出的定義，但是也會對國際上的相關概念進行參考借鑒，

如：部分學者認為綠色基礎設施是通過不同功能的開放空

間組合而成的一個綠色網路，網路中包含城市公園、花

園、林地、綠色通廊、水體、濕地、森林、村莊等，是使

自然生態保育與娛樂遊玩達到平衡的橋樑 [4]；還有學者認

為綠色基礎設施可以使自然生態環境與土地保護及利用

達到平衡 [5]。 

雖然關於綠色基礎設施的概念眾多，但是不同概念之

間卻存在著共性：強調對於維護土地安全和生態系統功能

的保障作用，為城市提供一個可持續的空間框架。 

1.2綠色基礎設施特點 

綠色基礎設施對維護城市生態系統、促進城市社會和

諧、提升城市形象起到重要作用。國內對綠色基礎設施的

研究方法暫時主要分為三種：綠色基礎設施結合垂直資料

疊加法——根據同一區域垂直方向不同土地利用之間的

聯繫，挑選合適的連接走廊與網路中心；形態學空間格局

分析法——收集土地變化的資料，將土地進行分類，選取

其中的林地和濕地作為中心，其它類別作為背景，通過影

像處理技術進行處理；基於水準生態過程的空間分析

法——把景觀生態學理論與GIS最小消耗路徑模型相結合

[5]。這些研究方法大多基於綠色基礎設施本身的特點，

即：主動性、多功能性、彈性和不確定性。四種特點的具

體表現形式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綠色基礎設施的特點（數據來源：作者匯整） 

特點 形式 

主動性 
綠色基礎設施通過主動的方式適應城市發展，保

護和發展人與自然的平衡。 

多功能性 通過不同的形式和作用保護自然生態系統。 

彈性 

綠色基礎設施的構建隨著時間以及需求的變化

而不斷變化。但綠色基礎設施對於保護這項功能

是不會消失的。 

不確定性 
生態廊道寬度與效益之間的相關性；對不同方法

下的綠色基礎設施評價；與規劃政策的對應。 

2．三大灣區城市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經驗 

粵港澳大灣區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

九個珠三角城市共同組成，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且經濟活

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以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為目標。通過粵

港澳大灣區與國際三大灣區的影響力指標比較發現，粵港

澳大灣區的整體影響力指數在四大灣區中排名第三，其中

二級指標下的經濟影響力甚至位列國際四大灣區之首，但

是其宜居影響力卻位列最後一名，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

在生態保護與綠色環境方面存在發展失衡的問題 [6]。綠色

基礎設施的作用不僅能修復城市環境、維護生態平衡，還

能優化城市空間結構並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 [7]。與國內相

比，國際三大灣區城市化程度較高，接觸綠色基礎設施的

時間較長，具有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本節主要依據綠

色基礎設施與可持續發展概念傳播過程中，灣區城市湧現

出的較為成功的案例進行分析。 

2.1．美國紐約灣區與舊金山灣區 

美國是首先提出綠色基礎設施這一定義的國家，早在

1995 年，佛羅里達州把農村與保護區和走廊相連，形成

城鄉一體綠色基礎設施[5]；1998 年，佛羅里達州通過

GIS 研發出涵蓋兩個州範圍的綠色網格系統 [8]；2015 年，

西雅圖公用事業局發表了旨在加快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

“西雅圖綠色基礎設施 2015-2020 年實施戰略”[9]。因

此，美國很早就把綠色基礎設施應用到實際項目當中。對

於三大灣區中的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兩者分別自

1920 年和 1960 年起分三個階段改善灣區的環境狀況，

包括基礎能力建設階段、環境全面治理階段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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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10]。在灣區強調環境治理的大基調下，灣區城市也

在通過實際行動積極回應，並對綠色基礎設施進行完善，

如表 2-1 所示。 

22.1.1馬里蘭州 

自1990年馬里蘭綠道規劃專案被普遍認為是美國第

一項大尺度綠色基礎設施項目後，馬里蘭州於 2001 年又

開展了“綠圖計畫”，成為美國首個推行綠色基礎設施規

劃的里程碑。 

二十世紀末，馬里蘭州逐漸開始建設綠色基礎設施

網，並保護州內的綠色基礎設施，形成一套相應的評價體

系。“綠圖計畫”根據當地特色，不僅發展了以步行和遊

憩為主的綠道建設，還為動植物的遷移打造了專用的通行

廊道。二十一世紀初，開始進行以綠色基礎設施為主的空

間計畫的實施，並逐步從早期以綠道為主的模式向以城市

基礎設施為主的模式進行轉變。 

2.1.2費城 

費城在 19 世紀發展工業的同時破壞了大量綠色自然

景觀，因此費城城市規劃委員會逐步在城市中進行綠色基

礎設施的研究試點 [11]。2006 年起，費城進行了大量關於

綠色基礎設施的研究與規劃，同時發佈《綠色城市 清潔

水體》的規劃方案，旨在解決汙水處理、水體污染等問題，

利用綠色基礎設施代替城市對灰色基礎設施的過度依賴。 

2.1.3紐約 

紐約地處北溫帶，雨水充沛，時常受雨洪問題的困

擾，因此紐約政府希望通過建設綠色基礎設施改善雨洪問

題，進而優化城市中的綠色環境。為此，紐約政府準備約

15 億美元應對城市未來 20 年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12]。

同樣為應對此類問題，紐約政府發佈《紐約綠色基礎設施

規劃》，將紐約市的土地進行不同用地的分類，進行針對

性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策略和技術，以更經濟的方法改善

環境，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2.1.4舊金山 

舊金山灣區長久以來一直作為四大灣區中的高科技

灣區，以環境優美、科技發達著稱，舊金山出色的創新能

力也使其成為國際知名的宜居城市。環保雜誌《綠色指南》

將舊金山評選為美國十大綠色城市之一；《普及科學》將

其評為美國第二大綠化城市 [13]，綜合各方面的評選，舊

金山被認為是美國綠色程度最高的城市，各方面都保持著

嚴格的要求。例如 2008 年，舊金山通過全美最嚴格的建

築標準之一，全市建築建設以 LEED 金級標準進行衡量。

2012 年，舊金山公用事業委員會提出 SSIP 計畫，即城市

汙水處理系統改善計畫，在市內規劃 13 個新型綠色基礎

設施建設項目，旨在通過合理協調綠色基礎設施與灰色基

礎設施，加強對城市污水的有效處理，預防暴雨洪澇及地

震造成的危害，改善城市公共衛生與生態環境 [14]。 

2.1.5新澤西 

新澤西作為美國人口密度與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之一，是美國最早一批進行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其中一

個，其地理位置臨近紐約與費城。不同的州對於綠色基礎

設施的關注重點有著不同的傾向，新澤西州的綠色基礎設

施主要考慮生態、文化、美學、遊憩四個方面的價值 [15]。

因此，該州發佈名為《花園之州的綠道》的綠色基礎設施

規劃方案，對已有的城市空間、綠道和具有發展潛力的土

地進行保護，提高居民的城市生活品質 [16]。 

表 2-1 美國灣區綠色基礎設施案例（數據來源：作者匯整） 

地區 項目 開始時間 措施 

馬里蘭 綠圖計畫 2001 

1.發展以步行和遊憩為主的

綠道建設。 

2.聯合不同部門資源，運用專

業技術對現有綠地網路進行

保護。 

3.進行以綠色基礎設施為主

的空間計畫的實施，確立了

獨具特色的綠色網路基礎。 

費城 
綠色城市 清

潔水體 
2006 

1.在全市城市街道和土地上

建設綠色基礎設施。 

2.提出 8 種城市綠色基礎設

施主題：城市街道、步行道、

綠色校園、綠色產業、綠色

居住、綠色停車場、公共設

施、開放空間。 

3.量化建設標準，提出綠色英

畝概念。 

4.綠色基礎設施與城市功能

相結合。 

5.政策激勵、法律保障。 

紐約 
紐約綠色基礎

設施規劃 
2006 

1.建立具有滲透性的人行

道、道路兩旁的樹木與綠化

槽。 

2.進行綠屋頂和藍屋頂的鋪

裝，放置雨水收集器。 

3.對停車場路面進行改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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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滲水力度。 

4.優化城市公園，加大景觀設

施的建設。 

舊金山 SSIP 計畫 2012 

1.建立能夠靈活應對災害的

處理系統。 

2.改造人行道表面的鋪裝，加

大滲水力度，地表鋪裝下鋪

設滲透走廊。 

3.鋪設綠道並添增雨水花園。 

4.建設新廣場，對行人和車輛

進行合理設計劃分。 

5.發佈相關指南，向市民宣傳

維護。 

新澤西 
花園之州的綠

道 
2001 

1.控制城市無序擴張。 

2.識別具有保護價值的土地。 

3.鋪設綠道並以此為樞紐進

行連接，構成綠色網路。 

22.2．日本東京灣區 

東京灣區是國際四大灣區中的“製造業創新基

地”，灣區中的城市由競爭關係逐漸變成協同關係，在城

市的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各個城市都有各自的政策，共同改

善灣區內的綠色生活環境 [17]。 

2.2.1東京 

東京作為日本的首都與東京灣區的核心城市，在城市

的發展中非常注重降雨徑流管理與城市的環境建設，政府

先後發佈了以《東京綠色規劃》為基礎的不同類型的規劃

方案，旨在通過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加城市吸引力，改

善城市的環境問題 [18]，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東京灣區綠色基礎設施案例（數據來源：作者匯整） 

地區 項目 開始時間 措施 

東京 東京綠色規劃 2000 

1.用激勵政策引導群眾建立屋

頂綠化。 

2.公園、主幹道、河道鋪設綠

道。 

3.利用稅收政策鼓勵綠地保護

行為。 

4.保護城市中的農田，形成都市

農田特色。 

5.改善城市水質，建立城市公

園。 

6.城市公園與防災避難進行結

合。 

2.3小結 

通過對美國三藩市灣區、美國紐約灣區與日本東京灣

區中的城市進行整理，對不同城市建設綠色基礎設施時的

案例進行分析，發現綠色基礎設施對於城市可持續發展、

生態平衡起到積極的作用。研究發現，每個灣區中的不同

城市在治理環境問題的大背景下都先後發佈關於綠色基

礎設施建設的相關政策，共同改善灣區的生態問題。因

此，粵港澳大灣區中各個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方案的

相互協調、共同發展對於整個灣區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尤

為重要。儘管目前國內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的實踐較為短

缺，但是隨著長久以來的深入研究，綠色基礎設施已經被

作為中國可持續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粵港澳大

灣區在建設綠色基礎設施時應當以解決現有問題為基

本，以應對未來變化為目標。 

3．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及

問題 

對國際三大灣區綠色基礎設施建設進行分析，結果顯

示三大灣區在城市生態環境、綠色生活方面的規劃措施大

同小異，均以改善城市生活品質為基礎，並由灣區中各個

城市共同協作，進而達到改善的目標。粵港澳大灣區的綠

色發展理念雖然與三大灣區相似，但綠色基礎設施的實踐

較為淺顯，還需要各個城市之間共同努力，合理佈置綠色

基礎設施，進一步提高大灣區內生態環境的韌性。  

3.1綠色基礎設施規劃不合理 

國內對綠色基礎設施的研究起步較晚，尚未形成一套

完善的規劃與評估體系，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也不例外。灣

區城市的綠色基礎設施佈局沒有形成一個合理的生態網

路，城市中綠色基礎設施的分佈過於分散，尚未形成統一

的系統，公園大多處於高樓建築中間。對於不同植被的鋪

設沒有因地制宜，造成植被存活率低、維護費用高的問題。 

3.2綠色基礎設施形式單一 

灣區城市中綠色基礎設施的樣式過於單一，綠色基礎

設施使用局限，目前主要以公園、綠地為主。對當地特色、

民俗文化的融合較少，營造出的景觀大多千篇一律。儘管

各城市的政府對於加強城市公園建設的意識已經有所提

高，但在綠色基礎設施規劃中保障連通性是關鍵，現有公

園、自然遺留地、濕地並不能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並與周

邊環境融為一體。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道路上，對於道路

兩旁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多以綠色植被為主，缺少一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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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的綠化景觀，色彩較為單調，沒有形成自然、社會和

經濟網路。 

33.3綠色基礎設施維護不到位 

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監管的條例較為匱乏，環境監測單

位嚴重缺少人力資源進行管理，導致許多綠色基礎設施缺

少基本的維護。因此，綠色基礎設施不能可持續的發揮自

身的作用，大大縮短了使用壽命。新建的綠色基礎設施因

為同樣的原因慢慢形成惡性循環，品質控制力度不夠，監

督、監管相對薄弱。監測工作品質的管理基本沒有落實，

品質控制的手段單一，品質管制制度有待完善，需要加強

智慧設備與綠色基礎設施進行結合。 

3.4綠色基礎設施實施技術單一 

灣區城市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的實施大多通過下沉式

綠地、雨水花園、透水鋪裝等基礎的方式，缺少對實施技

術的拓展與不同技術之間的組合利用，導致在研究的過程

中較為局限，需要依靠國外不同的技術手段進行補充。 

4．粵港澳大灣區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策略 

4.1綠色基礎設施的合理規劃與佈局 

4.1.1灰色基礎設施和綠色基礎設施的結合 

在以傳統意義上的灰色基礎設施為主的過程中，需要

意識到綠色基礎設施與灰色基礎設施同樣重要。在一個區

域開發前先進行綠色基礎設施規劃，保留用於生態環境的

土地面積，在綠色基礎設施周邊進行開發時根據綠色基礎

設施進行調整，避免在公園周邊建設高樓，遮擋公園內遊

客和植物的光線。這種方式也可以緩解城市的無序擴張，

綠廊可以成為擴張的限制或者分隔帶。 

分析現有綠化覆蓋率和人均綠地密度，劃分綠色基礎

設施的重點區域，找出各個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短板，對其

制約因素進行規劃。提高市區內開放空間的可達性，分區

域進行不同主題的設計，與當地特色相結合。城市公園在

傳統娛樂樣式的基礎上加大綠色景觀的填充，提高綠色覆

蓋面積。  

4.1.2與相關利益者建立長期合作機制 

識別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利益相關者，與不同領域的

專家組成小組，建立長期合作機制。根據各個城市的基礎

特點，確定綠色基礎設施戰略目標，並以此建立綠色基礎

設施規劃的目標體系。創造出一個綜合的綠色廊道，組建

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網路，同時加強景觀特色多樣性。 

4.1.3重視交通擁擠地段的綠色基礎設施規劃 

交通擁擠地段的綠色基礎設施與公共交通節點處的

不同交通工具進行銜接，如：公共交通環島綠地、地鐵、

公交樞紐站地、快速公交專行道等元素。通過改善外部環

境與口號宣傳共同作用，宣導居民通過公共交通出行，減

少私家車出行造成的污染。為共用單車和其它節能的交通

產品提供快速、專用的停靠區域，提升和發展綠道功能性。 

4.2加強城市中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 

4.2.1形成綠色基礎設施一體化 

綠色基礎設施與城市功能相結合，提高綠色基礎設施

的功能性發揮，形成一體化模式。在一體化建設過程中，

主要依據三個原則：（1）連線性。將綠色基礎設施與當

地的空間、文化、特色進行聯繫，以創造更多可供居民活

動的公共空間為基礎，創造更多富有特色和文化內涵的開

放空間為目標；（2）整合性。增加綠色基礎設施的同時

改善灰色基礎設施的形象，兩者互相結合，共同形成綠色

基礎設施網路；（3）多功能性。綠色基礎設施要具有多

功能性，滿足多種用途，可以結合城市防災或者海綿城市。 

4.2.2發展城市中的綠道建設 

在進行建設的過程中，通過增加街道兩旁綠化帶的數

量、利用斜坡和窪地使雨水轉變為植被的灌溉水源、建設

屋頂花園，對建築物頂層的景觀進行改善，達到在吸收雨

水的同時淨化空氣的作用等方式使綠色基礎設施與城市

居民的生活相融合。發展城市綠道，整合城市中的自然、

人文景觀等旅遊資源，並對其進行優化升級。通過城市的

綠色基礎設施規劃，耦合設計，發掘城市的內在文化，提

升城市魅力，説明城市調整生態結構，從而塑造綠色且開

放的城市意象空間。 

4.3加強對於綠色基礎設施中園林的維護 

綠地覆蓋率隨城市中園林的增加而增加，通過園林建

設的方式來提升、改善居住環境品質，無形中形成了生態

緩衝區域網路，為可持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三分

種、七分養”，支撐大面積園林可持續的運作需要新型資

訊技術的追蹤保護和定期的合理維護，並加大養護與檢

測。在這期間可以運用智慧化的手段，例如運用定位、空

氣品質檢測等科技手段，對綠色基礎設施進行資料監控。

通過對綠色基礎設施的監控和及時的維護，使其更好的融

入城市。對已建成的綠色基礎設施定期進行維護與評估，

合理的監督是使綠色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做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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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關制度，通過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有效規範綠色基礎

設施建設與發展。 

44.4因地制宜的實施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綠色基礎設施涵蓋開放空間、植被、綠地等常見的元

素，粵港澳大灣區面積廣，氣候、地形、植被等各不相同，

應根據城市區域氣候、土壤、易活的特徵選擇適合的植

被，在綠色基礎設的建設中根據不同的技術措施，發揮不

同的功能特點，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綠色基礎設施相關技術措施（數據來源：作者匯整） 

技術措施 功能特點 

綠色屋頂 
在屋頂上營造綠色環境，對建築物頂部的雨

水進行減量、截汙。 

下凹式綠地 
利用天然窪地或人工建造，以滲透、傳導功

能為主，使生物滯留。 

雨水花園 
自然或人工而成的淺凹綠地，吸收雨水，具

有滲透和淨化等功能。 

滲透鋪裝 

通過不同的材料、樣式吸收揚塵、截汙，減

量、節水，淨化滲透的雨水，減少城市熱島

效應。 

生態淺溝 

地表排水、通過滲透和溝內植物的吸收，有

利於地表雨水徑流輸送、過濾與淨化，減少

污染物。 

雨水濕地 
在雨水管道末端的植物濕地，具有淨化雨水

的功能。 

景觀水體 
自然或人工形成的具有美感的湖泊、河道，

具有集中調蓄功能和環境效益。 

綠色街道 

人行道及連接區域通過自然元素進行設計，是

集淨化、截流、排汙等於一體的多功能雨水管

理系統，涵蓋滲透鋪裝、雨水花園、生態淺溝

等措施。 

自然保護區 涵養水源、保護環境、淨化雨水。 

生態公園 

以生態學為主，結合社會、環境、文化等綜合

效益，通過大規模的生態量保護自然環境和物

種多樣性。 

5.結論 

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綠色基

礎設施不僅是生態環境的製造者，還是生態環境的維護

者，引領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本文選取粵港澳

大灣區的綠色基礎設施為研究主題，通過對國際灣區城市

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的探討，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現狀相結

合，分析粵港澳大灣區在城市綠色基礎設施規劃上面臨的

問題並提供參考建議。從宏觀政策層面看，目前粵港澳大

灣區的生態發展已有戰略目標，但對於綠色基礎設施的建

設尚未形成統一的指導與維護，缺少法律法規的保障；從

實施層面看，城市綠色基礎設施仍處於起步階段，理論框

架己較為成熟，但實踐與回饋乏力，灣區內各個城市還需

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繫，形成一個整體，共同為大灣區的綠

色基礎設施建設作出貢獻。 

綠色基礎設施的多功能作用對於粵港澳大灣區未來

的發展具有多重的效益，結合國際灣區綠色基礎設施建設

的經驗與自身的特色、創新相結合可以使粵港澳大灣區更

快速的達到國家制定的戰略目標，早日實現生態環境的可

持續發展。此外，綠色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樣能夠加速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生態、文化、城市品質等多方面達

到世界一流灣區的水準，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上高品

質發展的重要灣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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