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五年行动计

划（2021-2025）》编制说明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

历史机遇为契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秉持公园城市理念营建城市新形态、探

索发展新路径，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城市范

例，使深圳成为更自然健康、更公平共享、更魅力独特和更具

人文关怀的世界著名花城，我局牵头编制了《深圳市打造“世

界著名花城”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以下简称《五

年行动计划》），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编制背景 

2016 年底，深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刘庆生代表

深圳在大会上向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了题为《优化深圳市生态空

间，建设世界级森林城市》的报告，并明确了“建设世界级森

林城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的总体目标。 

2017 年，深圳市开展了“建设世界级森林城市，打造世

界著名花城”的相关工作。以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以下简称深圳市城管局）作为花城建设的牵头单位，印发了

纲领性文件《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三年行动计划



（2017-2019）》,提出“三年搭建框架，八年形成规模，十年

产生影响”的目标，并邀请专家团队编制了《深圳市打造“世

界著名花城”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建设指引》、《深圳花卉主题

布局规划研究》、《新优园林植物推荐指引》等规划文件，明

确了三年建设任务和工作方案。 

2018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

2018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指出

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 

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并明确深圳应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

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努力成为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3 月，深圳市举办了粤港澳大

湾区深圳国际花展，从国际化的视野、专业化的水准搭建国际

性的园林园艺交流平台，在全国取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意见指出，党和国家作出兴办经济

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

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

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同年，深圳市提前一年实

现“千园之城”建设目标，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到 90.87%，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园里的城市”。 



2017 至 2019 年，深圳市全面落实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三年

行动计划，种植观花乔灌木 13.8 万株，建成花景道路 60 条、

街心花园 444 个。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项目同时，通过高

标准举办市级迎春花市以及各类花展，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花

事生活，三年搭建框架目标基本实现。但是，建设与世界级先

进城市比肩的“世界著名花城”，深圳仍存在一些短板问题，

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规模尚未形成，已建成的花景较

为分散，重点不够聚焦；二是，亮点不突出，缺乏有震撼力和

知名度的世界著名花景，存在千园一面的现象；三是，花城品

牌不够凸显，仍未形成特色规模；四是，花城建设仍存在重形

象，轻体验和生态的问题，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花城相比，人的

体验还存在提升空间；五是，自然与城市、公园与公园间的联

系不足，绿色福利空间系统性不够完善。 

在三年已建成框架的基础上，为达成“八年形成规模”的

阶段性目标，为“十年产生影响”打好基础，并积极衔接上位

规划和全市重点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市国际影响力，提升

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特制定本《五年行动计划》。 

二、 编制过程 

为保证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施性，我局在编制过程中采

取边收集资料、边调研情况、边组织专家论证、边开展意见征

询的方法。2019年 8月，我局启动计划编制前期工作，组织各

区城管局共同参与调研研讨会；9 月，前往市规自局、水务局、



工务署、住建局等单位及各区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调研；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对各阶段成果于 11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进行

多轮专家咨询；中期成果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首轮面向各市职

能部门、各区政府及区相关单位的征求意见；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结合我局对全市环境品质提升工作的统筹意见，及首

轮意见反馈情况，对《五年行动计划》进行调校完善，并形成

征求意见稿。 

三、 编制的必要性 

打造“世界著名花城”是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

范区、着力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吸引人才集聚、实现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五年行动计划》的编制，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系统谋划、有效实施，是从全市一盘棋的角度，统筹指导各区

建设，协同发力的必要工作。 

四、 编制思路 

《五年行动计划》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承上启

下，在总结过往三年“花城”建设的经验与不足的基础上，衔

接国家、省市有关生态文明建设、城市品质提升的先进理念与

工作思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工

作要求，统筹“公园城市”、“山海连城”等工作内容，整合

形成举全市之力共同建设“世界著名花城”的共同目标，并将



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实施、可考核、可验证的实际工作任务，

从市级层面搭建起各区统筹推进的框架体系。 

五、 编制主要内容 

（一） 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征求意见稿） 

在回顾自 2017 年以来，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及

“千园之城”的建设成效及仍存在的短板问题的基础上，结合

中央最新工作要求与先进理念，阐明《五年行动计划》的编制

背景与必要性。 

《五年行动计划》总结提出，未来五年花城建设应以“对

标一流、绿色健康、经济持续、创新引领”为原则，以“成规

模、塑亮点、提品质、树品牌”为目标，按照“最高、最好、

最优、最强”的要求完成五年行动计划，综合提升市民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发挥深圳花城建设的先行示范作用，至 2025 年

底， “花城” 规模基本形成，“世界著名花城” 初显风姿。 

《五年行动计划》提出以美丽花城行动、公园城市行动、

山海连城行动、立体绿城行动、智慧园林行动以及创新强基行

动等六项行动为纲领，从空间、品质、品牌、智慧、基础以及

全民参与等方面，由表及里、由内而外打造“世界著名花城”。 

1. 美丽花城行动 



美丽花城行动要求对标国际一流，聚焦深圳特色，加强市

级统筹、跨区协调、政企合作，主次结合，打造层次分明、亮

点突出、恢弘壮观的特色花城景观。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5年内增种 50万株开花乔木、打造 100

条精品花景道路、50 个高颜值花漾街区、点亮 45 处花景门户

节点、提成 600 个精品花园路口、建设 80 个花园主题园、营

建 30个花田花带花海、举办年度国际花事活动、推进建设 500

个社区共建花园。 

2. 公园城市行动 

公园城市行动要求以“为市民公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

务产品”为宗旨，到 2025 年底，初步建成城园融合、自然和

谐的公园城市框架格局，显著释放城市绿色资源价值，实现人

人尽享优质绿色空间，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公园城市雏形。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从完善分类体系、编制专项规划、

出台公园条例等方面优化顶层设计，提高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

半径覆盖率，建设公园群并于 5 年内建设完成 20 个，通过提

升景观、完善配套服务、精细化管理养护综合提高公园品质，

聚力打造 5 大世界名园，新建植物园，加强自然教育，丰盈公

园文化并组织主题花卉多元联展。 

3. 山海连城行动 



山海连城行动要求实施连山、通海、贯城、串趣的“山海

连城”计划，发挥山海河资源优势，重构、激活自然生态空间，

缝合破碎城市绿地空间，并树立“万里鹏城绿道”品牌。 

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建设山水廊道并于 5 年内完成 5-10

条廊道建设，新建 1500 公里绿道、滨水绿道（碧道）及郊野

径，并提升建设完成 30 条精品绿道，同时通过增加公交接驳

提高山水廊道及公园群的可达性。 

4. 立体绿城行动 

立体绿城行动要求以桥体绿化、立面增绿、最美阳台、天

台花园为抓手，因地制宜增加绿化公共空间，打造立体绿城，

并于 5 年内完成至少 100 万平方米立体绿化建设。 

5. 智慧园林行动 

智慧园林行动要求通过建立园林数据库、构建大园林管理

平台以及园林绿化作业现代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等工作，提高园

林管理智慧化水平，并将智慧手段切实运用到日常工作中。 

6. 创新强基行动 

创新强基行动要求通过完善标准体系、培养人才智库、培

育园林科研、培育市场环境、加强交流合作等方式，强化园林

研究基础、促进研究创新。 

（二） 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项目库 



为避免分散布局、平均发力，根据《五年行动计划》要求，

从全市统筹角度出发，形成《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项

目库》，包括全市总项目库、分区项目库以及分类项目库，以

引导“世界著名花城”项目实施。 

项目库明确项目类型、所属辖区，并根据需要确定花景主

题；结合项目库，形成全市、分区、分类项目库示意图，将项

目落点落位，以便各区有效组织编制花城建设实施方案并推进

工程建设和质量验收。 

（三） 深圳市推荐花木品种名录 

按照《五年行动计划》“结合深圳所处的亚热带气候和植

物群落特征，在原有常绿树种为基调的基础上，选用适合我市

立地条件的观赏植物种类，合理规划和搭配。”的要求，结合

专家意见，编制形成《深圳市推荐花木品种名录》，按照乔

木、灌木、观赏草进行分类，并明确花期、花色、推荐指数以

及使用注意事项，为花景项目花木选用提供参照依据。 

（四） 案例研究 

研究国内外优秀景观案例，明确花景道路、花园路口、花

漾街区、花卉主题园、花景门户节点、立体花景、水岸花带、

山林花海、花景步道及其他花景空间等十类花景空间的基本定

义和配置原则，并提供案例参考。 

（五） 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为《五年行动计划》的编制，在梳理建设条件、明

确行动目标与实施路径等方面提供研究基础。 

研究报告通过对花城建设背景分析，结合既往花城建设情

况的总结回顾，总结花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

花城概念研究与花城建设内涵解读的基础上，根据深圳市特点

形成花城建设规划。研究指出未来五年的花城建设，应重点集

中在花景观、花生活与花产业三部分；花生态作为花城建设的

本底资源与绿色背景，生态优先是其必须牢牢恪守的原则；花

文化作为花城建设所沉淀的内涵，也是其能否获得成功与社会

认同的重要标准，是建设花城的终极追求。“花城”不是狭义

的“花卉”，而是以“花”为媒介、以“花景”为特色、以

“花园中的城市”为愿景，统筹生态、公园、绿道等各类绿色

福利空间建设。 

 

六、 依据文件 

（一） 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3. 《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 

4.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 

5. 《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二） 重要文件 

6. 《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 

7. 《广东万里碧道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8.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10. 《深圳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 

11. 《深圳市总体规划》 

12.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13. 《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修编》 

14. 《深圳市特色公园发展规划》 

15. 《深圳市公园建设发展专项规划》 

16. 《优化深圳市生态空间，建设世界级森林城市》 

17. 《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建设

指引》 

18. 《深圳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三年行动计划（2017-

2019）》 

19. 《深圳花景主题布局规划研究》 

20. 《新优园林植物推荐指引》 

21. 《深圳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22. 《公园城市规划纲要》 

23. 《“公园里的深圳”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5）》 

24. 《山海连城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