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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海绵城市建设的全面推开，城市道路工程的规划与设计如何变革才能满足海绵城市的建

设要求，在业内尚未达成共识。为探索道路工程落实海绵城市建设新理念的适宜途径开展相关研

究。分析海绵城市的内涵及其对道路工程建设的新要求，并阐明道路基本功能与新要求的关系。总

结道路工程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新要求需要变革的规划设计技术，涉及道路平面、竖向、横断面及结

构设计等。从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两个方面探讨促使技术变革实现所需进行的法规完善。最后，提

出通过完善设计规定与技术规范自上而下推动道路工程发展方式转变的建议。

关键词：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变革；海绵城市；雨水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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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onge Cities’plan has been promoted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However, there has not been

any consensus on what innovation should be made in urban roadway planning and design so as to meet the

need of developing sponge cit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idea of developing sponge

cities in road construc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of sponge cit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brought out by

this new concept for roa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adway functional-

ities and those new requirements. To meet the need of developing sponge c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n-

novation in roadway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road plane, vertical design, cross-sec-

tion and structural desig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aspect of technical specifica-

tion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design rule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so

as to reform the development modes of road construction from top to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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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自 2014年 12月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支

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各省市对试

点城市的申报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掀开了中

国海绵城市建设大潮的序幕。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5号)发布，海

绵城市建设在全国各个城市中全面推开，迅

速成为中国城市建设中的重大任务。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旨是回归自然，在城

市建设过程中转变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避

免进行大量的工程建设，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切实落实生态文

明的建设要求。这种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

变，涉及城市建设诸多方面的变革，城市道

路工程的规划与设计就是其中之一。然而，

由于中国对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非常迅

速，城市道路工程的规划与设计如何变革才

能满足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并进一步起到助

推作用，在业内尚未达成共识，本文尝试对

此进行探讨。

王召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37)

海绵城市建设中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变革探索海绵城市建设中道路工程规划设计变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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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绵城市及其对道路工程建设的新海绵城市及其对道路工程建设的新

要求要求

11..11 海绵城市内涵海绵城市内涵

海绵城市的概念目前有两个较为认可的

论述：一是从功能特性来看，“海绵城市是

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

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

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

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1]；另一个

是从建设方式来看，“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

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

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

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2]。

从定义可以看出，海绵城市一词是从应

对雨水角度对城市特性的形象描述，是指对

雨水的应对方式由快排转变为缓释的城市。

所谓的缓释，是指项目范围内降雨产生的径

流不直接进入管道外排，而是首先利用分散

的坑洼地等在场地内就地对雨水径流进行控

制，直到降雨超过控制能力时超量的径流才

会进入管道外排，而且当降雨强至管道的应

对能力时，多余的径流应能沿着地表汇入河

湖坑塘等排水防涝受纳体，避免城市内涝灾

害频繁发生。

因此，海绵城市的各类建设场地中，雨

水系统一般需要以下三个紧密联系、相互补

充的组成部分：1)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对

场地内雨水进行就地控制；2)雨水管渠系

统，对超出场地内就地控制能力的雨水径流

进行排放；3)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即利

用地表进行自然漫流排水的系统，用以输送

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三部分的应

对能力及多年累计应对降雨场次的关系分析

见图 1，各雨水系统在强降雨时逐级救援，

共同构成海绵城市完整的排水防涝工程体系。

11..22 海绵城市对道路工程建设的新要求海绵城市对道路工程建设的新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对城市道路建设工程新增

加两个方面的雨水管理要求：一是将一定量

的雨水控制在场地内；二是将超出管道应对

能力的雨水径流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

11..22..11 将一定量的雨水控制在场地内将一定量的雨水控制在场地内

充分发挥道路附属绿地等空间对雨水在

径流源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效控

制一定量的雨水径流，发挥并维持建设场地

对雨水自然的积存、渗透和净化功能，起到

削减径流污染、提高雨水资源化利用水平、

维持地下水补给以及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多

重效果，还能在一定限度上降低城市内涝灾

害风险，综合效益显著。因此，将一定量的

雨水控制在场地内就地消纳或利用，是海绵

城市建设的强制性要求，各类城市建设项目

都必须予以落实，城市道路工程也不例外。

城市道路需要就地消纳或利用多少雨

水，是由当地给出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指标

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属于给排水专业

术语，代表着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的设计标

准，与雨水管渠系统的设计标准以设计重现

期这一术语来表达相类似。对此，并不要求

道路交通专业人员深入了解其具体内涵、计

算方法等，但是必须认识到由此可能导致建

设方式的转变：1)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甚至

是交通量较小的机动车道等可能需要采用透

水铺装结构，以降低径流系数、减少产流；

2)必须保证道路绿化用地，为径流源头控制

与消纳提供空间；3)部分道路绿地需要进行

下沉式建设；4)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将雨水引

入绿地下沉区等。具体的建设方式转变需求在

项目设计时由给排水专业人员计算确定，并

提供给道路、绿化等专业人员，共同协调落实。

11..22..22 将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将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

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

充分利用地表的自然漫流力量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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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雨水系统综合应对概念示意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rehensive response concept of urban stormwater drainage system

资料来源：根据鹤壁市气象局降雨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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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构建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Major

System, 大排水系统)，与雨水管渠系统

(Minor System, 小排水系统)相结合形成“双

排水系统”(Dual Drainage System)，是提高

城市排水防涝能力、避免城市频繁“看海”

的关键，因为“无论是否对大排水系统进行

规划设计，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排水

系统规划设计的缺失往往会导致不必要的洪

涝灾害损失” [3]。图 2是强降雨时，超标雨

水径流排放系统与雨水管渠系统相互作用的

关系示意图：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径流沿着

以城市道路为主的地面排入河湖坑塘等排水

防涝受纳体，可有效防止城市内涝灾害频繁

发生。

从保证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角度，海绵

城市对道路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强降雨

发生时，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要

能够沿着路面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这一

新增功能会导致城市道路工程建设方式发生

以下转变：1)各子流域内的道路纵坡要系统

地坡向排水防涝受纳体，不能在局部形成低

洼点；2)交叉口的竖向设计要考虑超标雨水

径流向下游输送的合理路径；3)毗邻排水防

涝受纳体处要合理设置路面超标雨水径流的

地表排水出口，保证雨水径流能顺利地就

近、分散排出路面。

11..33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与城市道路交通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与城市道路交通

功能的协调功能的协调

海绵城市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是在不

影响建设用地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场地的自然特性进行雨水控制与防涝。对于

城市道路而言，其首要功能是交通服务，因

而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落实，应以不妨碍其

交通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为前提，在保证道

路基本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叠加雨水综合管理

的功能，从而实现工程建设综合效益提升、

达到一举多得的建设效果。

实际上，在城市道路用地内雨水系统的

三个组成部分中，除了用以进行场地内雨水

源头控制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外，雨水管

渠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设置，都

是为了及时排除路面径流、保证交通服务及

公共安全，因为道路路面的漫流排水系统是

自然存在的，如果不对其进行系统规划与设

计，在大暴雨发生时，超出排水管道应对能

力的多余径流必然汇集在低洼路段，影响交

通服务功能甚至造成交通中断，这也是中国

各地频繁出现城市“看海”现象的重要原因

之一。

当然，为保证必要的交通服务功能，在

利用路面进行超标雨水径流排除的规划设计

中，应控制设计降雨情形下的路面水流最大

深度，使其不会超过合理的极限值。表 1是

美国丹佛市利用道路排除超标雨水径流的路

面最大水深极限值标准，其对应的降雨设计

重现期为 100年一遇，其中关于建筑地坪标

高的规定用于管控道路两侧用地建设。该标

准的设定，是由于越强的降雨发生的概率越

低，因而从经济可行的角度考虑，在 100年

一遇的强降雨发生时只要求主要道路能保证

应急、救援等车辆通行即可，并不要求一般

道路交通服务功能的维持。从这一限制性标

准的设定也可以看出，在规划新建区域时不

应将城市道路设为排涝行泄通道。

22 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技术变革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技术变革

为落实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城市道路

工程规划设计技术需要进行变革，涉及道路

平面、竖向、横断面及结构设计等多个方面。

22..11 道路平面道路平面

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平面布局的影响，

主要来自对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有组织向受纳

体排放的要求，在规划设计中需要注意以下

三点：

1） 应保持纵坡较大道路线型的平顺、

强降雨径流

部分径流排入
雨水管渠系统

剩余“超标”径流
沿地面流动

管网溢流与地表径流
形成的混合水流，沿
地面排向下游受纳体

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地面)

河湖坑塘等排水
防涝受纳体

雨水管渠系统
(地下)

管网中的水流
排向下游受纳体

雨水管渠系统
(管网)中的水流

雨水管网承压时

图2 强降雨时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与雨水管渠系统相互作用关系

Fig.2 Interaction between excessive stormwater runoff system and stormwater drainage system during a heavy rainfall

资料来源：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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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尽量避免T型交叉口及错位交叉口，以减

轻超标雨水径流沿路面向下游汇集过程中对

交通服务和公共安全的不利影响。

2） 尽量避免毗邻水域用地规划快速

路、交通性主干路和重要的交通节点，因为

作为排水防涝受纳体的水域用地，一般都处

于流域中的谷底，当雨水径流在道路上汇集

并沿着偏沟向下游流动时，水流表面的宽度

(即在路面上的漫延宽度)随着汇集雨水的增

加不断扩大，直到排入受纳体。因而在同样

的强降雨条件下，水域用地附近路面的超标

雨水径流深度一般要比子流域中上游一些的

区域更深，这非常不利于强降雨时交通服务

等功能的优先保障。

3）落实关于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排水出

口设置的具体要求。靠近排水防涝受纳体

处，应根据给排水专业对超标雨水径流排放

系统的设计，协调落实地表排水出口在道路

工程中的具体设计要求，包括局部调整路缘

石、人行道、绿化带的标高等，形成路面超

标雨水径流就近排入受纳体的排水出口(见

图3)，及时将强降雨时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

雨水径流排入受纳体，避免积水成灾、导致

交通中断。

对于跨越河流沟渠的桥头处，尤其要注

意根据排水需要调整路缘石、人行道、绿化

带等的竖向细节设计，不要使路面形成如图

4所示的连续渡槽，使得超标雨水径流无法

就近自地面排入受纳体，反而跨过河流沟渠

等继续向下游汇集、增加内涝风险。中国很

多城市的“看海”地点就在毗邻水域用地的

道路上，其原因往往就是缺少地面排水出

口、雨水径流完全依赖管道向受纳体排放。

22..22 道路竖向道路竖向

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竖向规划与设计的

影响，主要来自对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有组织

向受纳体排放的要求，在规划设计中需要注

意以下两点：

1）对道路路面坡向进行系统控制。

要实现路面对超标径流的输送功能，需

要在竖向规划中系统控制城市道路的坡向，

使路面的水流能够依靠重力自流向规划的河

湖坑塘等排水防涝受纳体汇集。这就要求除

了毗邻排水防涝受纳体的道路之外，城市道

路的其他路段和交叉口处不得形成低洼点，

以防止产生易积水内涝区。

这一要求对于地势特别平坦的城市或城

区更容易被忽视，因为《城市道路工程设计

规范》 (CJJ 37—2012)规定：“道路最小纵坡

不应小于 0.3%；当遇特殊困难纵坡小于

0.3%时，应设置锯齿形边沟或采用其他排水

道路类别

支路、次干路

主干路、快速路

径流的最大深度和浸没范围

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及工业建筑的地坪或建筑最低进水点的标高应高于
100年一遇水位不少于12英寸(约30.5 cm)；
道路偏沟内水流最大深度不应超过18英寸(约45.7 cm)

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商业建筑及工业建筑的地坪或建筑最低进水点的标高应高于
100年一遇水位不少于12英寸(约30.5 cm)；
水流深度不应超过路拱，以保证应急救援车辆通行，且道路偏沟内水流最大深度不应
超过12英寸(约30.5 cm)

表1 美国丹佛市针对大暴雨(100年一遇)径流浸没道路的设计标准

Tab.1 Street inundation design standards for the major (i.e., 100-Year) storm in Denver, USA

资料来源：文献[5]。

a 溢流式 b 顺排式

图3 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排水出口

Fig.3 Drainage outlets on road for excessive stormwater runoff

资料来源：图3a来自文献[5]。

>10年一遇

≤1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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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为满足规范要求并降低工程造价，

设计人员往往采用频繁变坡的方法进行道路

纵断面设计，在很多路段形成了局部低洼

点，破坏了自然的超标雨水径流地面排水系

统，人为造成局部路段易积水甚至是内涝灾

害的高易发性。

为改变这一现象，综合考虑道路及城市

开发建设成本等因素，建议对地势特别平坦

的城区，在严格控制道路坡向的前提下，不

对道路最小纵坡做限制性规定，并采取适当

加大横坡、采用直线加抛物线路拱等利于排

水的措施，使路面超标径流较均匀地在各路

段向下游汇集，以减轻其对交通、安全等的

不利影响。

2）交叉口竖向设计应考虑上游路面超

标雨水径流向下游输送的需求。

开展海绵城市建设之前，相关技术法规

从未对利用城市道路应对超标雨水径流提出

要求，因此交叉口在竖向设计时，也从未考

虑超标径流自上游向下游汇集的需求。因而

对于城市内常见的路拱顺接斜坡交叉口，坡

向交叉口的两个路段所夹的区域一般会形成

局部的低洼区(见图 5)，超标雨水径流只有

蓄积到漫过路拱后，才能向下游汇集，这容

易造成交叉口局部积水过深、影响交通甚至

行人安全。

海绵城市建设提出了道路兼做超标雨水

径流输送通道的要求。为落实这一新增要

求，需对主要考虑交通安全与顺畅的交叉口

竖向设计方式进行转变，使之在满足交通安

全的前提下，兼顾超标雨水径流的输送要

求。具体设计时，根据相交道路等级的不

同，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

① 低等级道路与高等级道路相交。超

标雨水径流汇集路径尽量沿平行于高等级道

路的方向设置，避免主要交通方向上行车不

顺畅、减轻超标雨水径流对行车的影响。在

此情形下，交叉口的竖向设计处理方式可保

持不变：低等级道路中心线标高与高等级道

路的车行道外缘顺接，并使横坡渐变至与高

等级道路的纵坡相一致。

② 等级相同的两条道路相交。超标雨

水径流输送路径需根据受纳体的位置、水流

的主要方向等因素，按照分散、就近排放的

原则综合确定。在此情形下，如果规划设置

有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则交叉口的竖向

处理方式调整为路拱标高与车行道外缘标高

顺接：垂直于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的道

路，其中心线标高与相交道路的车行道外缘

顺接，并使横坡渐变至与相交道路的纵坡一

致；其他方向的交叉口竖向处理方式仍保持

路拱标高顺接不变。

图 6为美国洛杉矶圣莫妮卡市的交叉口

实景，建设中采用了混凝土预制块以保证超

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的竖向控制。

22..33 道路横断面道路横断面

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横断面规划与设计

的影响，主要来自对场地内雨水源头控制的

要求，在规划设计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保证道路绿地率的控制要求。

一定比例的附属绿地是实现建设场地内

雨水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必要

条件，如果附属绿地比例不足，则不得不增

加工程化设施实现雨水源头控制的要求，经

济性、生态效益均较差。因此，在道路横断

面规划和设计中，应按照《城市道路绿化规

划与设计规范》 (CJJ 75—97)的规定保证道

路绿地率，即园林景观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40%、宽度大于50 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于

30%、宽度为 40~50 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小

于 25%、宽度小于 40 m的道路绿地率不得

小于20%。

2）合理进行道路绿地布局。

按照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道路绿地除

了传统的景观、降尘、降噪等功能外，部分

还要进行适当的下沉式建设，以发挥对一定

量路面径流的蓄存、净化和消纳作用，这就

图4 桥涵附近人行道与绿化带将道路围成渡槽

Fig.4 Road aqueduct enclosed by sidewalk and

green zone adjacent to bridge and culverts

城市水系 连续围合形成渡槽

a 路段

城市水系

连续围合形成渡槽

b 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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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道路绿地要结合道路横坡进行布局并尽

可能多地将绿地布置在横断面中的较低处，

以保证路面雨水径流能依靠重力自流引入绿

地下沉区。

为便于绿地进行下沉式建设并保证一定

的渗透面宽度，用于控制道路雨水的绿化带

宽度不宜小于 2.0 m，具体的绿地下沉空间

需求(下沉区面积与其汇水面面积之比一般

为5%~10%)以及雨水径流引入方式、净化措

施、消纳途径等，应由给排水专业人员确

定；下沉区的植被选择应由园林专业人员根

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因素综合确

定，以保证具有雨水源头控制作用的功能性

绿地的形成。

3）合理进行道路横断面竖向设计。

优化道路及人行道的横坡坡度和坡向，

合理组织路面与道路分车绿带、行道树绿

带、路侧绿带及沿线绿地的竖向关系，便于

雨水径流依靠重力自流汇入绿地下沉区。

22..44 道路结构设计道路结构设计

海绵城市建设对道路结构设计的影响，

主要来自对场地内雨水源头控制的要求，尤

其是在道路绿地率较低时，为了降低径流系

数，给排水专业人员往往会考虑采用人行道

甚至是路面的透水结构，以减少进行雨水径

流控制所需要的空间，形成经济、生态等效

益最优的建设方案。此外，道路沿线对雨水

进行蓄渗控制的区域，应采取侧向防渗等必

要措施，以防止径流雨水下渗对道路路面及

路基的强度和稳定性造成破坏。

需要注意的是，海绵城市对场地内雨水

径流控制的要求，应主要依靠其自身及周边

的绿地来实现，即尽量利用非硬化空间(下

沉式绿地等)来承担硬化下垫面的雨水径流

控制任务、实现共同达标，不要将其误解为

进行硬化地面的透水性建设。道路设计是否

采用透水路面结构，一定要在必要性的基础

上，通过经济、技术可行性等综合分析比较

后确定。

33 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法规变革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法规变革

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进行的道路工程

规划设计工作，需要专业人员在道路平面、

竖向、横断面及结构设计等诸多方面做出转

变，要促使这些转变在行业内尽快顺利实

现，必须对相关法规进行完善：一是要完善

相关管理规定，确定在规划设计中需要增加

哪些具体工作内容，即明确在新的要求下应

该做什么；二是完善相关标准、规范等，用

以指引相关规划设计工作技术方法的转变，

即明确在新的要求下应该怎么做。

33..11 管理规定管理规定

按照海绵城市要求进行的道路工程建

设，是在保证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实

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所确定的雨水综合管

理新增要求：将一定量的雨水控制在场地

图5 传统交叉口竖向设计中易形成的局部低洼区

Fig.5 Local low-lying areas easily formed in traditional

vertical design on intersection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图6 美国洛杉矶圣莫妮卡市道路交叉口的超标雨水径流输送路径

Fig.6 Runoff route for excessive stormwater at intersections in Santa Monica city, Los Angeles, USA

资料来源：谷歌地图街景。

a 细部 b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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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将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流输送至

排水防涝受纳体等。要使上述新增功能在具

体工程中得以实现，必须要由给排水专业人

员结合传统的雨水管渠系统，对新增加的低

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进行规划设计。

因此，在海绵城市建设的新要求下，需

要增加的规划和设计工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排

水(雨水)专业上；道路专业人员需要完成的

工作内容并未变化，仍然是道路平面、竖

向、横断面、交叉口以及结构设计等，改变

的只是这些工作的完成方法——在确定相关

方案时，需要兼顾海绵城市的雨水管理建设

要求。因而，对于具体技术工作管理规定的

完善，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完善关于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或城市

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的相关规定，

明确在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的规划成果

中，要增加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排水出口的位

置、设计流量或断面尺寸，为道路工程施工

图设计提供量化指引。

2）完善《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

深度规定》，在排水工程篇章中明确各阶段

关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超标雨水径流排

放系统的说明书和图纸内容，并在道路工程

篇章进行相应完善，推动设计过程中排水、

道路、园林等各专业相互配合和紧密协调。

33..22 技术规范技术规范

相关技术规范完善的主要目的是为道路

工程按照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进行规划设计

提供指引，在保证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为一定量雨水的源头控制、路面超标雨水径

流的有组织排除等创造条件，以合理实现

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等所确定的雨水综合管

理目标。

根据前文对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技术变革

的分析，需要完善的技术规范主要有《城市

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 (CJJ 83—

2016)和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等，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与道路平

面布局、竖向、横断面、交叉口以及结构设

计等相关的条文或条文说明，明确阐述如何

兼顾雨水源头控制以及路面超标雨水径流排

放等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指引技术方法及

思维方式的转变。

44 结语结语

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城市道路在保证基

本功能的前提下，兼具将一定量的雨水控制

在场地内、并将超出管道应对能力的雨水径

流输送至排水防涝受纳体的功能。上述新增

功能在传统的设计中不曾涉及，应尽快修编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明

确在排水工程中应增加的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具体设计内容；

同时，修编相关技术规范，为规划设计技术

的转变提供指引。二者相结合，才能形成自

上而下的合力，全面、快速推动海绵城市建

设要求在城市道路工程中的落实。

上述设计规定修改与技术规范完善相结

合的推进方式，普遍适用于城市道路、建筑

与小区、园林绿地等各类城市建设项目，可

以从根本上改变设计中低影响开发雨水系

统、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内容缺失及不合

理的问题，切实有效推进海绵城市发展方式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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