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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地理区划

广州市地处中国南方，广东省的中南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

部，珠江三角洲的北缘，接近珠江流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域下游入海口，毗邻港澳。其范围是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ｍ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Ｈｏｎｇ

东 经 １１２ 度 ５７ 分 至 １１４ 度 ３ 分， 北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ｐａ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１２° ５７＇ ｔｏ １１４° ０３＇

纬 ２２ 度 ２６ 分至 ２３ 度 ５６ 分。

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２２° ２６＇ ｔｏ ２３° ５６＇ 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广州市辖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ａｓ ｅｌｅｖ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ｔ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

Ｙｕｅｘｉｕ， Ｈａｉｚｈｕ， Ｌｉｗａｎ， Ｔｉａｎｈｅ， Ｂａｉｙｕｎ，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Ｈｕａｄｕ，

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等

Ｐａｎｙｕ， Ｎａｎｓｈａ， Ｃｏｎｇｈｕａ ａｎｄ 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十一区，共 ３４ 个镇、１３６ 个街道办事处。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３４ ｔｏｗｎｓ ａｎｄ １３６ ｓｕｂ－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ｆｉ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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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RESOURCES
土地资源

广州市总面积为 ７４３４．４ 平方公里。
广州市土地类型多样，适应性广，其中耕地面积为 ８５４ 平方公里，林地面积为 ２５５０ 平方公里。
根据广州土地垂直地带，广州土地划分为中低山地（分布在东北部）、丘陵地（分布在山地、
盆谷地和平原之间）、岗台地（主要分布在增城区、从化区、白云区、黄埔区）、冲积平原（主
要有珠江三角洲平原，流溪河冲积的广花平原，番禺和南沙沿海地带，是广州粮食、甘蔗和蔬
菜的主产地）、滩涂（主要分布在南沙区）等。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７，４３４．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ｂｏａｓｔ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８５４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２，５５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ｌａｎｄ．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ｉｌｔ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 ｌｏｗ－ｈｅｉｇｈ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ｈｉｌｌｙ ｌ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ｂａｓ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ｉｎｓ）， ｔ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ｏｎｇｈｕａ， Ｂａｉｙｕｎ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ｈｕａ Ｐｌａｉｎ ｂｙ ｔｈｅ Ｌｉｕｘ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Ｐａｎｙ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Ｎａｎｓｈ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ｕｇａｒ
ｃａｎｅ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ｄａｌ ｍｕｄｆｌａ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ｎｓｈ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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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气候特征
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濒临南海，海洋性气候特征非常显著，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足、
温差较小、夏季长、霜期短等气候特征。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ａ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ｗａｓ ｋｎｏｗ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ｍｐｌ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ｙｐｈｏ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ｒｍ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３．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ｗａｓ ２，０４５．０ ｍｉｌｌｉ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 ａｍｐｌｅ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ｉｎ ３７ ｙｅａｒｓ ｗｈｉｌｅ

２０１５ 年广州市天气气候具有“气温高、降水多、龙舟水偏重、台风影响大”的特点。全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ｓｔ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市年平均气温 ２３．３℃，全市平均年雨量 ２０４５．０ 毫米。２０１５ 年开汛为 ３７ 年来最晚，汛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ｌｏ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

Ｍａｙ．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ｓｔｏｒｍｓ ａｌｓｏ ｌａｓｔｅｄ ａ ｌｏｎｇ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ｓｏｏｎ

期暴雨及降水较为集中在 ５ 月，暴雨持续时间长，“龙舟水”雨量偏多。

ｆｒｏｓ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ｅｔｃ．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ｕａｌ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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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RESOURCES
水源特征
广州市地处南方丰水区，境内河流水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系发达，大小河流（涌）众多，水域

ａ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ｌ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面积广阔。全市水域面积 ７．４４ 万公顷，

ｂｒｏａ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ｒｅａｃｈｅｓ ７４，４００ ｈｅｃｔａｒｅｓ，

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１０％；集雨面积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１０％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２２ ｒｉｖ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在 １００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有 ２２

ａｒｅａ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１００ ｓｑｕａｒｅ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ｏ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条，老八区主要河涌有 ２３１ 条、总长

ｂｏａｓｔ ２３１ ｍａｉｎ ｃａ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９１３ 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９１３ 公里，不仅构成独特的岭南水乡

ｂｒｉｎｇ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Ｔ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 ａ

文化特色，也对改善城市景观、维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城市生态环境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２０１５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 ８７．８４ 亿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８．７８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ｓ

立方米，大型水库蓄水总量 ２．２７ 亿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２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立方米 ； 全年用水总量 ６６．１３５ 亿 立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ｔｏｏｄ 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６．６１３５

方米。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ｕｂｉｃ ｍｅ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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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RESOURCES

MINERAL RESOURCES

广州市的地质构造复杂，有较好的成矿条件。

The city has a complex geographic structure which has produced significant

已发现矿产 47 种，占全省已发现矿产 149 种的

mineral resources. A total of 47 kinds of mineral resources from 820 locations

31.54%，矿产地 820 处，其中大、中型矿床 22

have been found, including 22 large and medium mineral deposits, namely

处。主要矿产有建筑用花岗岩、水泥用灰岩、

31.54% of the 149 mineral resources found in Guangdong. The major mineral

陶瓷土、钾、钠长石、盐矿、芒硝、霞石正长岩、

resources include granite for construction purposes, limestone for cement

萤石、大理石、矿泉水和热矿水。现开采矿产

production, ceramic soil, potassium, sodium feldspar, salt, mirabilite, nepheline

品有：水泥配料用石灰岩、砂页岩，建筑用花

syenite, fluorspar, marble, mineral water, and thermal mineral water. The

岗岩，矿泉水、地热，盐矿。主要矿产品年产量：

annual output of the major mineral resources include around 6 million tons

水泥配料用石灰岩约 600 万吨，建筑用花岗岩

of limestone for cement production, 8 million cubic meters of granite for

约 800 万立方米，矿泉水约 30 万立方米。

construction purposes and 300 thousand cubic meters of mineral water.

生物资源
广州是全国果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大类、４１ 科、８２ 属、１７４
种和变种共 ５００ 多个品种，是荔枝、龙眼、乌（白）榄等起源和类型形成的中心地带。
蔬菜共有 １８ 个种类 １５６ 个类型 ６００ 多个品种，花卉有 ６ 大类 ２０００ 多个品种。增城丝苗米是广
州市第一个获得地理标志的保护品种。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ｓｔ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ｖｅｒ ５００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ｔｒｅｅｓ ｆｒｏｍ ４１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８２ ｇｅｎｕｓｅｓ， ａｎｄ １７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ｌｉｔｃｈｉ， ｌｏｎｇ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ｗｈｉｔｅ） ｏｌ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ｂｏａｓｔｓ ｏｖｅｒ ６００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１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１５６ ｔｙｐ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０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ｉｎ 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Ｚ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ｓ Ｓｉｍｉａｏ Ｒｉｃｅ ｉ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ｓ ｆｉｒｓ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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