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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进一步做好汕尾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贯彻现行国家有关规范，建立一套“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海绵城市建设管理体系和标

准，提高汕尾市海绵城市建设的科学性、可操作性，由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试行）》为基础，参阅国家标准图集《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同时结合汕尾市自然地理、水文地质、规划建设管控特点，并

广泛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汇编制定本技术图集。 

本技术图集共分 5 章，分别是：1. 建筑与小区；2. 城市道路；3. 绿地与广场；4. 通用设施；5. 河湖水系生态修复。 

各单位在使用本图集过程中，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函告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地址：汕尾市城区建设路 1 号，邮政编码：516699），以供

今后修改完善。 

本图集编制组织单位：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本图集主编单位：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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