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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自然地理条件

（一）自然地理位置

位置及范围：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广州市东北部从化区境内，地理坐标为北纬

23°36′50″-23°39′20″，东经 113°46′16″-113°49′17″(见图 1-1)。东邻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南靠增

城大封门林场，西对温泉镇，北望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2627.7ha。

交通区位条件：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距温泉镇 14km，距从化区街口 28km，距广州市区

86km。

图 1-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区位示意图

（二）自然条件

地质地貌：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地质构造位于华南褶皱系的粤中凹陷构造单元内，是九连

山脉派生出来的南昆山和青云山脉结合部，峡谷排列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形成险峻的沟

谷景观，主要有中山、低山和丘陵三种地貌类型。最高峰天堂顶海拔 1210m，是广州地区最

高峰。

岩石土壤：森林公园山地的母岩以花岗岩为主，其次为砂岩、页岩和变质岩，并且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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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火山岩分布。土壤随海拔不同分为山地红壤、山地赤红壤、山地黄壤、山地草甸土四个

大类，在海拔 400m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主要分布着赤红壤，400-800m的低山地区分布着

红壤，800m以上的山地上分布着黄壤，海拔 1100m以上的山地上则分布着少量的山地草甸

土。

气候特征：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温高湿重、雨量充沛。年平

均降雨量在 2100mm以上，降水季节主要集中在 5-8月份，相对湿度在 80%以上；年平均气

温为 21℃左右，极端高温为 39.2℃，极端低温为零下 1.5℃，最高气温出现在 7月，而最低

气温出现在 1月；风向风速以静风频率最大；年太阳总辐射为 4379兆焦耳／m2，以 7、8月

份为最高；年平均光照时数总数为 1774.2小时。公园内水热条件良好，利于植物的生长。

动植物资源：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共有野生维管植物约 183科 698属 1403种（表 1-1），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0种，国家 II 级保护植物 15种，省级保护或本区稀有种类 12种，

珍稀濒危植物 27 种。同时，公园内动物资源得以保护较好，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 8 科

11种，主要包括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蟒蛇等；二级保护动物

有水獭、大灵猫、白鹇、褐翅鸦鹃和小鸦鹃等。

表 1-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野生维管植物分类统计表

野生维管植物

蕨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双子叶植物 单子叶植物

29 科 48 属 93 种 6 科 6 属 10 种
130 科 512 属 1069 种 18 科 132 属 231 种

148 科 644 属 1300 种

合计 183 科 698 属 1403 种

二、社会经济条件

广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目前无常住居民，原林场职工全部居住在街口街和温泉镇内。

场部下设办公室、森林资源管理部、森林旅游管理部、护林防火部、电站、公园经营管理部

六个部门。2016年总收入 4455万元，总资产 10277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7576万元；负债总

额 463万元；2016年总支出 4455万元，其中人员支出 1170万元。

三、历史沿革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历史可追溯至 1896年（清光绪 22年），期间共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银山厂：清光绪 22年（1903 年）创办民福股份有限公司，以种茶为主，生产的银针茶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3

著称一时，光绪 29年（1899年）改名“银山厂”，民国 25年(1936年)公司倒闭，茶园荒置。

大岭山茶场：1954年从化县人民政府开办“大岭山茶场”。

广东省国营大岭山林场：1960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广东省国营大岭山林场”，

属广东省林业厅直接管辖，1973年划归广州市农林局管辖，1979年划归广州市林业局管辖，

2009年归属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管理。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1995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是经原林业部批

准建立的第一家国际森林浴场。同年，与武汉汇江置业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广州石门森林公园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共投入资金 1000多万元，铺设水泥路面 5km，

砂石路面 22km，基本上通到主要景区，并建设一些相应配套设施。2001年，重新投入资金

进行公园内部道路建设，修建高等级林区公路 13.3km，修建砂石公路 13.5km，森林公园至温

泉镇铺设了宽 6m的水泥路面。

四、森林公园建设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理念，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注重对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避免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达到“保护——开发——保护”的最终

目的。总体而言，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现状建设量很少，生态破坏小，森林资源完整。

从 2000年起至 2007年 12月，通过政府投资及自筹资金先后共投入资金约 3000多万元，

主要用于景区景点及其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较大型项目有：修建了 5m和 3.5m宽景区水泥道

路共 32km、景区厕所 6座，凉亭 6座；修筑了森林探险幽谷步道 2km；开发了森林小道，石

门幽谷，国际森林浴场，红叶林、红花荷、禾雀花、油菜花等季节性花卉观赏点等小景点；

装修公园客房一座，设 26间客房，可一次性容纳约 50人住宿；租赁餐厅一座，可一次性容

纳约 250人同时就餐；增设公路指示路牌、景区景点牌，景区交通指示牌等近二百个。2002

年 8 月，公园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接待游客 2000人，旅游收入 1万元。2003年，游客人数

增至 10万人次，经营收入提高至 43万元；2004 年，游客人数 15万人次，经营收入 102万

元。2008年，游客人数增至 30万人次，经营收入 300万元，旅游市场雏形初成；近年来，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人数每年呈递增趋势。

近几年，公园进一步加大景区、景点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如今游客量呈逐年增

多的态势，特别是公园主办多种时令性主题节日，日渐成为一处靓丽的风景点与新的经济增

长点。在保护森林风景资源方面，公园投入了部分资金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森林风景资源

较开发前有了很大的改观，成为现今森林公园宝贵的自然财富。在森林旅游产品开发方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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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初级阶段，目前仍以观光型森林旅游产品为主，旅游活动项目以森林观光、森林浴、观赏

植物、摄影等为主。

五、森林公园上层次及历次规划分析及修编重点

（一） 上层次规划分析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护重要功能区，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和功能，维持

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核心优化、双轴拓展、多级增长、

绿屏保护”的战略格局，石门森林公园作为珠三角外围、广州北部生态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以保育为基础，适当发展旅游。

广州市“十三五”规划将从化区分为城镇、农业和生态三类主体功能区，石门森林公园属

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生态经济空间，重点发展特色生态旅游业，推进旅游项目的开发，完

善旅游产品体系，实施品牌引领战略，促进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广州市林业和园

林“十三五”发展规划》及《广州市旅游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启动森林康养试点示

范基地建设、推进森林公园、森林小镇建设，推出一批具备森林游憩、疗养、教育等功能的

森林体验基地和森林养生基地，石门森林公园应利用其优势，重点发展森林康养、科普教育

等项目。

根据《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石门森林公园内主要为禁建区和限建区；《从

化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将石门森林公园划分为山水主题核心区域。

上层次相关规划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作出了相应的规定、限制与指引，并指

出公园未来发展方向。

（二）历次规划分析

石门森林公园共经历了三次大的规划，分别为：2003年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

的《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03-2010）；2005年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编制《石门国

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05-2020）；2009年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广州华南环境资源研究院编

制《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区修建性详细规划》（2009-2020），这三版《规划》在当时

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对石门森林公园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存在一

定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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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历次规划特点与意义对比表

2003 版 2005 版 2009 版

规划特点

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进

行了全面的本底调查，

对公园内的森林景观资

源和资源质量等级通过

多种数学模型进行了科

学客观的分析与评定。

以保护、优化森林公园整体

环境为目标，对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的定性、定位、旅游

发展策略、功能区划、以及

其他相关专项进行了规划

编制。

从国际绿色经济发展趋势以

及区域战略的高度对公园重

新进行了定位，并从空间控

制、资源保护与功能布局上

划定非规划的重点生态区、

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

规划作用

对正确认识石门森林公

园的森林景观资源现

状，为下一步的规划定

位以及保护规划打下了

坚实基础。同时此次规

划通过调研获取的大量

原始数据及相关资料，

对今后的规划具有重要

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对森林公园的建设起到了

很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对

石门森林公园的土地利用

进行了详细规划，严格落实

了各类土地利用的用地红

线，道路与地块坐标，开发

建设强度指标等控制内容，

对公园的实施建设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

为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建设提供了保障。是近年

公园运营和建设的重要支

撑，依据规划展开的相关建

设，使公园对外提升了外部

交通的可进性，对内提升了

基础设施的层次性、系统性、

配套性、标识性。

规划不足

1.交通规划零散

2.游客预期少于实际

3.各类用地红线与开发

建设强度不明确

4.定位不适应现行趋势

5.规划景点内容的操作

难度较大

6.新形势下多种森林资

源利用方式在原规划中

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1.交通规划不系统

2.游客预期不科学

3.定性定位不明确

4.规划景点的建设内容与建

设深度与《森林公园总体设

计规范》指标要求存在一定

的偏差。

5.森林资源利用不突出。

1.规划交通未成体系

2.对游客服务设施的设计与

游客量存在较大缺口

3.定位缺乏特色品牌

4.部分景点设置与实际脱节，

且不具备吸引力

5.森林资源利用方式不满足

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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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修编重点

石门森林公园的历次规划虽对当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修编和完善，但某些问题依然未能

彻底解决，并且随着社会对森林与人体健康高度关注与需求，国家政策对此给予了高度支持，

石门森林公园目前的发展定位与建设已经相对滞后，需要进行原有规划的修订，修订重点集

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进一步明确公园定位，突出公园的核心价值。

2. 进一步挖掘公园特质，塑造公园的持续吸引力。

3. 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强化森林康养、环境教育、生态游憩功能。

4. 进一步完善规划方案，使公园今后建设可操作、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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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环境及森林风景资源

一、生态环境评价

（一）大气质量

《2016年 1月份广州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报告》首次发布了广州各区空气质量排名,根据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从化区的空气质量在广州各区中居于首位，而从化区中石门森林公

园的空气质量居于前列。据测定，园内森林与各水库周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

物等各类污染含量均达到了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中的一级标准。

（二）地表水质量

对石门森林公园内地表水的水样进行的分析测试结果表明，园区内水体水质的 PH值、

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各重金属含量、非离子氨等多项指标均能达到国家 I类标准。

表 2-1 园内水质测试结果 （单位：mg/L）

水质指标 莲花湖
红枫湖

水库

石灶天

池
莲理桥

国家标准 GB3838-2002

I 类 II 类 III 类 IV 类 V 类

PH 值 6.11 6.86 6.83 6.93 6-9

溶解氧 5.40 8.95 8.70 9.25

饱和率

90%（或

7.5）

6 5 3 2

高锰酸钾指数 0.9 1.8 0.7 1.5 2 4 6 10 15

化学需氧量 4 10 ＜4 ＜4 15 15 20 30 40

五日生化需氧

量
0.2 0.4 0.2 0.3 3 3 4 6 10

氨氮 0.060 ＜0.025 0.082 ＜0.025 0.15 0.5 1.0 1.5 2.0

总磷 0.01 ＜0.01 ＜0.01 ＜0.01

0.02

（湖、库

0.01）

0.1（湖、

库

0.025）

0.2（湖、

库 0.05）

0.3（湖、

库 0.1）

0.4（湖、

库 0.2）

总氮 0.24 0.90 0.47 0.38 0.2 0.5 1.0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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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0.2 ＜0.2 ＜0.2 ＜0.2 0.01 1.0 1.0 1.0 1.0

锌 ＜0.05 ＜0.05 ＜0.05 ＜0.05 0.05 1.0 1.0 2.0 2.0

氟化物 0.165 0.254 0.193 0.229 1.0 1.0 1.0 1.5 1.5

硒 ＜0.0004 ＜0.0004 ＜0.0004 ＜0.0004 0.01 0.01 0.01 0.02 0.02

砷 ＜0.001 ＜0.001 ＜0.001 ＜0.001 0.05 0.05 0.05 0.1 0.1

汞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05 0.00005 0.0001 0.001 0.001

镉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1 0.005 0.005 0.005 0.01

六价铬 ＜0.004 ＜0.004 ＜0.004 ＜0.004 0.01 0.05 0.05 0.05 0.1

铅 ＜0.0025 ＜0.0025 ＜0.0025 ＜0.0025 0.01 0.01 0.05 0.05 0.1

氰化物 ＜0.004 ＜0.004 ＜0.004 ＜0.004 0.005 0.05 0.2 0.2 0.2

挥发酚 ＜0.0003 ＜0.0003 ＜0.0003 ＜0.0003 0.002 0.002 0.005 0.01 0.01

石油类 0.08 0.05 0.09 0.09 0.05 0.05 0.05 0.5 1.0

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
＜0.05 ＜0.05 ＜0.05 ＜0.05 0.2 0.2 0.2 0.3 0.3

硫化物 ＜0.005 ＜0.005 ＜0.005 ＜0.005 0.05 0.1 0.2 0.5 1.0

粪大肠菌群 1400 2800 1700 240 200 2000 10000 20000 40000

（三）空气负氧离子

石门森林公园的空气负离子含量较高，主要景点平均浓度为 3000个/cm3以上，平均达到

了 6737个/cm3，部分地段空气负离子含量可高达到 23200个/cm3。

（四）空气细菌含量

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主要旅游景区、景点进行了空气微生物（细菌、放线菌、真菌数量）

检测，检测结果森林公园内主要景区的空气细菌含量均在 500个/m3以内，指标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

（五）天然照射贯穿辐射剂量水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射防护规定》GBJ8—74中居民的年吸收剂量率为 5000μSv，可

知公园内γ辐射属正常本底值范围，符合国家标准，适宜开展森林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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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态环境评价结果

表 2-2 生态环境资源评价评分表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得分

生态环境

资源

大气质量

（10 分）

达到 GB3095 一级标准 10

10达到 GB3095 二级标准 6

未达到 GB3095 二级标准 1

地表水质量

（10 分）

达到 GB3838Ⅰ类标准 10

10达到 GB3838Ⅱ类标准 6

未达到 GB3838Ⅱ类标准 1

空气负离子

水平（20

分）

主要景点平均浓度700个/cm3以上，局部地段达到60000

个/cm3以上
17-20

12

主要景点平均浓度700个/cm3以上，局部地段达到30000

个/cm3以上
13-16

主要景点平均浓度700个/cm3以上，局部地段达到10000

个/cm3以上
9-12

主要景点平均浓度 700 个/cm3以上，局部地段达到 3000

个/cm3以上
5-8

主要景点平均浓度 700 个/cm3以下 0-4

空气细菌含

量（10 分）

每立方米空气中平均细菌含量小于 200 个/m3 9-10

6
每立方米空气中平均细菌含量小于 300 个/m3 7-8

每立方米空气中平均细菌含量小于 600 个/m3 4-6

每立方米空气中平均细菌含量小于 1000 个/m3 1-3

天然照射贯

穿辐射剂量

水平（附加

10 分）

在国家规定安全范围之内 10

10
允许个别地段超标，但超过剂量不超过国家标限的 20%，

且超标地段不在景区
7

允许局部地段超标，但度假地应在安全范围内 4

合计 48

综合上述各项生态环境特质，按照《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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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资源评价评分表，石门森林公园在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空气负离子水平、天

然照射贯穿辐射剂量水平等方面得分为 48分，石门森林公园的生态环境资源级别为优，具备

了高水准森林生态旅游地建设的基础，主要有如下方面的利用潜力：

 利用高空气洁净度、负氧离子含量，打造森林保健康养基地。

 利用优质的水体质量，推出林泉水饮用（如茶社、服务区餐厅等）服务。

 利用高海拔的森林条件，突出公园森林浴、森林住宿的优势。

二、森林风景资源调查与评价

（一）森林风景资源分类

1、森林风景资源分类

表 2-3 森林公园风景资源分类

主类 亚类 代表资源

A 地文景观

AA 山体

象角山、金鸡山、指背门、大岭山、香菇凹、大马古、

水龙背山岭、横坑大顶、上盐脑顶山岭、天王山、天堂

顶、塞猪石、豹子头、石灶台、独山、七星墩、插旗顶

AB 奇峰 不老峰、骆驼峰、石门峰、二指峰、五指峰、笔架峰

AC 悬崖 百丈绝壁

AD 怪石
猪头石、鹤舞石、鲤鱼板石、洗心石、花岗岩、砂岩、

页岩、变质岩、火山岩

AE 峡谷 石壁谷、石门谷

AF 岩溶洞穴 蝙蝠洞

B 水文景观

BB 湖泊
红枫湖、莲花湖、七星墩、上天池、下天池、养生湖、

仙桃潭、临波潭、三仙会、蝴蝶潭、明净潭、洗心池

BC 河滩 石壁谷溪流、龙门坳溪流、红枫湖河

BF 瀑布 百丈瀑布、银链瀑布、水帘瀑

C 生物景观
CA 植物景观

山地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落

叶阔叶混交林、常绿阔叶山顶矮林、亚热带针叶林、亚

热带针阔混交林、竹林景观、濒危植物有穗花杉、野山

茶等数十种、红花荷林景观、野生珍稀植物禾雀花、古

树古木 12 株、观赏植物有名贵的观光木、红豆、含笑、

毛桃木莲、桫椤等 50 多种、石门红叶、家一级保护植物

伯乐树、森林植被主要以壳斗科锥属（米锥、罗浮锥等）、

木兰科厚叶木莲、樟科华润楠等树种为主要建群种、经

济果林、桉树林、马尾松、湿地松、杉木林、木荷、甜

锥、中华楠、米锥、红锥、网络山龙眼、黎蒴、中华锥、

枫香、白楸、黄牛木、荔枝、杉木、桉树、三华李

CB 动物景观 蟒蛇、水濑、白鹇、褐翅鸦鹃、小鸦鹃、白颈长尾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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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类 亚类 代表资源

穿山甲

D人文景观

DA 名胜古迹 虎神古庙

DB 民俗风情
山水豆花、火龙果、荔枝、龙眼、荔枝柴烧鸡、稻草文

化、柑、桔、橙、大红柿、青梅

DC 宗教文化 民居宗祠、温泉镇民居

DD历史纪念地 百年炮楼、伟人卧像

DE 其它人工构

筑物

入口门楼、中式观景楼台、水电站、水库大坝、微波接

收站、提水设施

E天象景观

EA 云 天堂顶云雾

EB 雾 天堂顶云雾

EC 雾凇

EE 日出 天堂顶看日出

EF 其它
国际森林浴场、日月星光、虹霞景观、风雨阴晴、水声、

鸟语、蝉噪、蛙叫、彩霞缤纷、石门夕照、光环现象

5 主类 21 亚类 114 代表资源

2、重点森林风景资源

（1）地文景观

● 石门双峰

道路两边两座山峰相对，峭壁直立，势如刀削，怪石嶙峋，高约数百丈，山巅古松苍劲、

巍峨壮观，酷似打开的两扇石门；更为奇妙的是，两边各有一棵千年古榕，象一对雌雄狮子

紧守石门，这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命名地——“石门双峰”。

● 石门幽谷

石门幽谷是峡谷探险区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幽谷中，一条小溪顺流而下。溯溪而上，随

处可见怪石嶙峋，一潭潭池水碧绿如玉，景色非常适合探险、郊游。关于石门还留有一段传

说，相传在很久以前，石门是车走不通，人行不便的“死岗”，岗下有一大江，水深莫测，浊

浪滚滚，水害连年，石门就成了无人涉足的“天堑”。多少年，多少代，人们盼望这里能化屏

障为坦途，变水害为水利。有一年，当地一位老石匠召集几个身强力壮的乡亲，带着锤、镐，

来到石门，劈山开路，想打开东西部的交通，把岗下泛滥的江水赌起来。他们每天爬上高岗

下到江边，不停地挥锤舞镐，劈山填土。可是干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石门关仍没有劈开。原来，山下的江里藏着一条鱼精，一只鳖怪，他们施展妖术，使石门白

天劈开一块，晚上又长出一块。一天，八仙相会于石门，深深地被石匠及乡亲们的“劈山开路”

精神所感动，铁拐李腾空一跃，挥起拐杖，只听一声巨响，石门被劈开了，鱼精和鳖怪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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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仓皇逃命而去。从此，这里的江水变得明镜清澈，人们也安居乐业，所谓路通财通。石门

被劈开后，通往从化、增城、龙门三地的交通也繁忙起来，乡亲们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 天堂顶

海拔 1210m的天堂顶是广州地区高山之最，这里山高气爽，林木葱郁，峻岭错叠，具有

秀、幽、奥等自然特色。峰顶有一天王石，有它美丽动人的传说。天堂顶与附近的天堂二峰、

猴子额、横坑大顶等构成四大雄峰。登高远望，一派“远山时明灭”“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象

尽收眼底。在这里可以游览：天王石、天堂顶、天堂二峰、猴子额、横坑大顶等四大雄峰；

观日出、林海、云海，俯瞰流溪河、南昆山、从化温泉、抽水蓄能电站等。

（2）水文景观

● 石门红枫湖

石门美景“白芒秋色”指的就是红枫湖，是水景红叶的最佳观赏处之一。由于我国土地辽

阔，南北纬度相差很大，因为气候关系，每年霜染红叶的时间不同，10月初由长城开始嫣红，

逐渐向南推移，到广州红叶时，已是 11月下旬，真可谓“北方红已尽，南方叶始红。”

● 石灶上天池

石灶上天池是森林公园水文资源的主体，山清水秀、茂林夹岸、风光宁静优美、独具风

格。

（3）生物景观

● 石门香雪

广州有三个著名的赏梅胜地，一个是白云区的“萝岗香雪”，一个是流溪河森林公园的“流

溪香雪”，还有一个就是石门公园的“石门香雪”，它们并称广州三大“梅海”。“石门香雪” 的面

积有三万平方米，梅花品种主要是青梅，寓意为“青梅竹马”。每年 1到 2月份，梅花盛开，

远看山上就象覆盖一层白雪，微风过处，暗香浮动，“石门香雪”由此得名。三国时期曹操和

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而石门森林公园用自产青梅酿造的青梅酒，酒味酸冽可口，可与之

媲美。

地处南亚热带的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梅园，由于山高寒冷，气候湿润，又没有粉尘污染，

得天独厚，所以每年元旦前后梅花首先盛开。石门公园的梅花不仅被列为生态旅游的尤物，

色、香、姿、韵俱全，而且带有文化韵味。梅花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因其独自在寒冬

中盛开，更被赋予了高尚的品格。梅花象征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奋勇当先，自强不息的精

神品质。宋代的王安石写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香

色俱佳，独步早春，具有不畏严寒的坚强性格和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因而历来为诗人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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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歌颂。在我国古代为数众多的咏梅诗中，王安石的《梅花》堪称一首饶有特色、脍炙人

口的佳作。同时，梅花的果实和花是一种很好的食疗和药用珍品，花蕾含有挥发油，可促进

胆汁分泌，并对大肠杆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及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梅花泡茶加少许白

糖，可舒肝除烦、和胃化痰，对肝胃气痛、食欲不振等有帮助。梅果可加工成数十种食品，

有“健康美食”之称。

● 石门古树

石门有很多古树名木。在进入石门香雪的门口，有两棵参天大榕树，它们好象两尊狮子，

又被人们称为“千年鸳鸯榕”，两树树干粗壮，树高约 25m，胸径均在 1.2m以上，年龄约五百

年，两树虽分两岸，根却相连，引人赞叹。此树虽老，风姿不减，枝叶繁茂，浓荫覆地，华

盖托天，十分壮观，寓意着“百年好合”。还有一株小叶榕，年龄约 200年，胸径约 1.1m，冠

幅宽大，约 250 m2，树根粗大裸露，盘缠于巨石之上，根缝间长有许多青苔和巢蕨，这就是“古

榕磐石”。此外，树龄约一百年以上的古三角枫，胸径约 0.9m，冠幅 25m，枝繁叶茂，雄伟

壮观。秋天绿叶变红，有一分枝伸出溪边，真有一番“疏影横斜水清浅”的意境。

● 石门红叶观赏区

石门森林公园素有“广州香山”之美称，每逢秋冬季节，园内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如诗

如画，美不胜收，令人感叹：“要赏红叶石门有，何须千里香山寻”。

石门红叶主要分布在田园风光区、石门风景区、石灶风景区。以枫树、山乌桕和槭树为

主，分三大观赏点：石灶风景区漫山遍野的山乌桕林，如诗如画的枫树林，石门风景区层林

尽染的水景红叶。山乌桕红叶树林有 70ha，在“广州第一台”上远眺，大半壁山头由鲜红色的

山乌桕林覆盖，连绵不绝。石灶风景区枫树红叶以树种统一、色调明快为特点，整片树林 60

ha，树种均为枫香树。红枫湖水景树林有近百顷，这片红叶林是枫林、槭树、山乌桕、杉树

等为主的混交林。

（4）人文景观

● 石门芙蓉栈道

芙蓉栈道以石基亲水步道、木板亲水栈道为主。栈道溯溪而上，连接至石门中心区的石

门香雪、石门幽谷等景点。因栈道两旁栽种着木芙蓉，故得名“芙蓉栈道”。每逢五月，芙蓉

花开，花光水影相映成趣，形成“照水芙蓉”之美景。

芙蓉花，原产我国，有三千年以上的栽培历史。四川、云南、湖南、广东等地均有分布，

而以成都一带栽培最多，历史悠久，故成都又有“蓉城”之称。芙蓉现为成都市市花。自唐代

始，湖南湘江一带亦种植木芙蓉，繁花似锦，光辉灿烂，唐末诗人谭用之选赞曰：“秋风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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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国。”从此，湖南省便有“芙蓉国”之雅称。

芙蓉花因其生于陆地，为木本植物，故又名“木芙蓉”。据花的颜色可分为：红芙蓉，花

大红；白芙蓉，花色洁白；五色芙蓉，色红白相嵌；还有一种“醉芙蓉”，早上白色，中午变

浅红色，晚上变深红色，又称“芙蓉三变”，这种木芙蓉花的生命周期只有一天，早晨开放，

傍晚凋谢。

木芙蓉花和叶可入药，叶有消肿解毒、散淤止血之效。花有凉血止血的功效。有名的“玉

露散”和“芙蓉花油”就是用木芙蓉的花和叶制成的。

● 天池花海

天池花海位于石灶中心区，面积 6.7ha，沿天池绵延 2km，与原始次生林隔岸相望，主要

以种植季节性花卉为主。公园根据不同的季节种植不同的花卉，营造不同的氛围和主题。目

前种植的花卉主要有：油菜花，每年春节为最佳观赏期；向日葵，五月至六月为最佳观赏期；

醉蝶花，六月至七月为最佳观赏期；大波斯菊，九月至十月为最佳观赏期。而每年国庆期间

推出的“七彩天池”颇受欢迎。

（5）天象景观

● 石门夕照

实际上，石门景观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地下侵入岩被挤压出地面，经过

风雨蚀化，形成峭壁光滑、相对斜出的两座石峰，形成相对的天然门，故名“石门”。每逢夕

阳西下，落日如丹，石门森森，碧水晶莹，形成一幅绝美天成的山水画，富有极深的山水意

境，故被称为“石门夕照”。

● 国际森林浴场

石灶风景区海拔 800多米，植被良好，风景优美是人间世外桃源，清凉避暑胜地。国际

森林浴场依托于华南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南亚热带原始次生林，面积近千亩，森林覆盖率达

到 98.9%，被人们称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森林内保存着复杂和稳定的生态系统，许多珍

稀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如广东省省鸟白鹇、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伯乐树等；森林植被

主要以壳斗科锥属（米锥、罗浮锥等）、木兰科厚叶木莲、樟科华润楠等树种为主要建群种。

森林浴场不断散发出的芳香浓烈的挥发性物质，能灭菌杀毒、净化空气；同时，森林又具有

消除噪音的功能，对人体神经系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在阳光充足，气候适宜的森林中漫步，

做深长舒缓的呼吸，对慢性鼻炎、咽炎、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以及哮喘病等呼吸系统

疾病，都有一定治疗作用；对冠心病、慢性胃炎、慢性肝炎也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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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量评价

1、定量评价原则

（1）以对森林公园风景资源的详细调查为基础，按风景资源的特性和相关程度进行分类、

分级。

（2）通过定量评价，进行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的综合性评定。

（3）应能反映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状况和环境特征，重点分析以森林为主体的风景资

源的相对地位和开发森林旅游的可行性。

（4）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分值按指定的评价方法进行评价获得，满分值为 30分。

以资源调查为基础，按风景资源的类型分类定级。通过定量评价，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资源进行综合性评定。

2、定量评价方法和公式

（1）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定公式：

B=ΣxiFi/ΣF

M=B+Z+T

式中，B为风景资源基本质量评价分值，X为风景资源类型评分值，F为风景资源类型

权数，风景资源组合状况按满分 1.5分对组合度（Z）评分，特色附加分（T）按满分 2分评

分。

（2）森林公园风景资源等级评定公式：

N=M+H+L

式中，N森林公园质量等级评定值，M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分值，H森林公园区

域环境质量评价值，L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评价分值。

3、定量评价结果

根据《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以及风

景资源等级的评定打分，结果如下。

（1）风景资源质量（M）总得分为 25.08分

B=∑XiFi/∑F=3.6+3+14.8+0.6+0.18=22.18(分）

M=B+Z+T=22.18+1.3+1.6=25.08(分）（满分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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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评价计算表

资源类型 评价因子 权数 评分值
资源基本质量

加权值

资源质量

评价值

１、地文资源

X1

典型度（5）

20

F1

5.0

22.18

B 25.08

M

自然度（5） 5.0

吸引度（4） 3.0

多样度（3） 3.0

科学度（3） 2.0

２、水文资源

X2

典型度（5）

20

F2

3.0

自然度（5） 3.0

吸引度（5） 4.0

多样度（3） 3.0

科学度（3） 2.0

３、生物资源

X3

地带度（10）

40

F3

9.0

珍稀度（10） 9.0

多样度（8） 8.0

吸引度（6） 5.0

科学度（6） 6.0

４、人文资源

X4

珍稀度（4）

15

F4

1.0

典型度（4） 1.0

多样度（3） 1.0

吸引度（2） 0.5

科学度（2） 0.5

５、天象资源

X5

多样度（1）

5

F5

1.0

珍稀度（1） 0.4

典型度（1） 0.4

吸引度（1） 0.8

利用度（1） 1.0

资源组合 Z 组合度（1.5） 1.3

特色附加分 T(2) 1.6

（2）森林公园区域环境质量（H）得分 8.5分

森林公园区域环境质量满分分值为 10 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区域环境质量各指标得分

为：大气质量得 2.0分，地表水质量得 2.0分，土壤质量得 1.0分，负离子含量得 2.0分，空

气细菌含量得 1.5分，总得分 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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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区域环境质量评价评分一览表

评价项目
1 2 3 4 5

大气质量 地面水质量 土壤质量 负离子含量 空气细菌量

满 分 值 2.0 2.0 1.5 2.5 2.0

评价分值 2.0 2.0 1.0 2.0 1.5

总 分 8.5

（3）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L）得分 7.5分

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满分分值为 10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各指

标得分为：公园面积 1.0分，旅游适游期得 1.5分，区位条件得 1.5分，外部交通得 2分，内

部交通得 1分，基础设施条件得 0.5分。总得分 7.5分。

表 2-6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评价一览表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分值

1 公园面积 规划面积大于 500 ha 1.0

2 旅游适宜期 大于 240 天／年 1.5

3 区位条件
距离广州 100km；以公园为中心、半径 100km

内有 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2 座。
1.5

4 外部交通

铁路 60km 范围内通铁路 0

公路 有国道 105 线，客运量大，有一定客流量 1.0

水路 无水路通航 —

航空 150km 范围内有白云山国际机场（花都新机场） 1.0

5 内部交通 区域内交通方式较为单一 1.0

6 基础设施条件 通水、电，有通讯和接待能力，但各类基础设施条件一般。 0.5

7 总 分 7.5

注：引自《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李进、雷云飞、侯碧清

（4）风景资源质量等级（以上三者之和）为 41.08分，达到国家一级标准

N=M+H+L=25.08+8.5+7.5=41.08（分）

按照国家标准一级标准得分为 40～50分（满分 50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已经达到国家

一级标准，其资源价值和旅游价值很高，难以人工再造，因此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应加强保护，

制定保全、保存和发展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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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森林公园发展条件分析

一、森林公园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一）优势

1、资源优势：自然资源类型丰富、组合优越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资源十分丰富，包括了河流、湖泊、水库、原始次生林等多种景观，

还拥有大量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质量高；植物资源特色鲜明，并形成壮观片景，包括

野生红花荷、禾雀花、深山含笑等；溪谷资源类型众多，包括瀑布、跌水、溪潭、水库等景

观。石门自然旅游资源整体呈现类型多、组合好的特点。庞大的自然旅游资源群体、优良的

气候调节使得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适游期较长，旅游业、休闲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2、市场优势：潜在客源市场庞大

地处珠三角，广州、深圳作为我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达 2300万，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

高，出游频率高，潜在客源市场巨大。

3、生态环境优势：森林覆盖度高，空气优良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资源级别为优，公园内林木葱郁，负氧离子含量高，空气清

新，水质洁净。

4、气候条件优势：气候舒适度高

冬暖夏凉，夏季比广州市区温度低 6~8℃，可发展多种花卉种植；年气候舒适度达 200

天以上，为观光、避暑、游乐、康养提供优良的天然条件，尤其是森林康养保健条件优越。

5、生态承载力优势：生态系统稳定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稳定，承载力和修复能力强，并在原先保护开发的政策下，

生态破坏少。在保护性合理开发的原则和底线下，仍有许多可利用空间进行旅游开发和建设。

6、空间格局优势：骨架明晰，基底良好

石门群山撑起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地域形态的骨架，俊朗的山体构成石门主要肌体。水

系丰富，水库及湖泊大小不一，星星点点，镶嵌其中。山环水布，山水格局相互映衬，骨架

明晰有趣，旅游资源基底良好，这为石门发展森林旅游奠定了良好的生态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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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势

1、旅游资源劣势：人文资源宣传力度不足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人文资源虽然较为丰富，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造成游人对公园内人

文资源缺乏了解，公园内人文资源影响力有限。

2、区位交通劣势：旅游交通“瓶颈”现象严重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广州市域北部，距离主要旅游集散点——广州市中心较远。森林

公园外部旅游交通状况较差，无直达公交线路，公共交通出行不便。

3、旅游管理劣势：旅游策划与营销系统薄弱

目前景区管理、工作人员多为本科学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但缺乏专业旅游人才，使得

景区旅游发展有所局限。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知名度不够，没有树立鲜明旅游品牌，虽有策划专门旅游节事活

动，但与周边景区活动同质性高。旅游宣传力度不足，没有形成完整的营销系统。

4、旅游产品劣势：旅游开发与建设不足

景区内接待设施较少，缺少住宿设施，园内缺乏公共交通设施，且游憩设施较少，游人

需求缺口大。旅游产品开发不充分，旅游景点简单且单一，体验性不足，停留在初级阶段。

5、地理区位劣势：易受自然灾害影响

景区地处华南珠三角区域，夏季台风频繁，近来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也频发，引起山

洪、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对景区内基础设施、交通道路带来毁灭性影响，并易威胁游客游

览安全。

二、森林公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1、森林旅游成为时尚，郊野公园旅游兴起

在全球范围内，生态旅游每年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是旅游业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而

森林旅游在其中势头强劲，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居民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升，郊野公园旅游这一新的休闲方式也成为新的生活时尚。2015年，全国森林旅

游游客量超过了 10.5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产值达 7800亿元。森林旅游已经成为提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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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增强国民体质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我国林业重要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富民

产业；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广东省旅游发展的新战略

广东省林业厅重视森林公园的旅游发展，积极推动国有林场和森林公园的旅游转型。广

东省旅游十三五规划注重养生旅游新业态发展，如森林浴场等。

3、国家政策支持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加强对

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

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合理界定国家公园范围。

对森林公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二）挑战

1、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森林公园开发过程中存在过分保护的误区，导致可建设用地不足，基础设施无法配套，

同时不敢适当疏林整理森林景观，使得景观品质无法进一步提升。

2、周边景区竞争

周边同类型休闲景区较多，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温泉镇，南昆山等开发历史久，相

对比较成熟，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市场竞争带来一定压力。

三、公园特质分析与建设潜力

（一）自然资源特质与开发潜力

1、森林资源

石门森林公园森林组成与群落较为复杂，组成包括成片的原生针阔混交林、原生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果树林、人工次生林、竹林、原生次生阔叶林等，其分布空间示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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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森林资源空间分布示意图

2、水体资源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水资源丰富，共有山溪 40余条，并建有红枫湖水库、上天池、下天

池、小仙池、莲花湖等 6座水库，库容 668万 m3，建设有小型水电站 5座。

图 3-2 石门森林公园主要水系水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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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潜力

结合石门森林公园森林与水系资源的空间方面的特点，从公园中心人工次生林片区，往

东北方向，即到天堂顶方向，空间的徒步可达性减弱，而从公园中心人工次生林片区往东南

方向，即到目前国际森林浴场方向，空间私密性增强，如下图。

图 3-3 石门森林公园森林与水系资源空间特征示意图

综合如上对森林资源、水系资源，以及森林与水系资源空间特征的分析，石门森林公园

的各部分区域具有如下的开发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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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潜力

片区 1：

 森林浴场

 森林步道

 森林动态活动

片区 2：

 森林水岸

 森林康养

 森林静态活动

 森林生态研究

开发潜力

片区 3：

 森林俯视观光

 森林远足径道

片区 4：

 果林游憩活动

 森林、水涧的深度体验步道

 峡谷观景平台

 水上休闲运动

开发潜力

片区 5：

 特色植物季相高空观景台

 特色植物林下观赏空间

 特色植物认识

 各种体验参与式的环境科

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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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态景观特质与建设潜力

1、森林季相景观

石门森林公园内的野生红花荷、禾雀花、亮叶猴耳环、深山含笑和人工种植的梅花、李

花等，都是季相变化较强的观赏性植物。同时，近十年结合森林生态建设和景观林建设，进

行了原有林分的针对性改造，如把一些杉木林改造为以山乌桕为优势树种的红叶景观林，形

成冠幅大、秋冬季红叶效果好的山乌桕林，具有较高的季相变化特质，是广州最适合看红叶

的地点之一。

2、天相变化景观

石门的天象景观资源主要有云、雾、日出、彩霞、夕阳等。

表 3-1 石门森林公园天象景观资源

天象景观名称 地点

云 天堂顶云雾、插旗顶云雾

雾 天堂顶云雾、插旗顶云雾

日出 天堂顶日出

彩霞 天堂顶彩霞

夕阳 石门夕照

3、昆虫与声景观

石门的昆虫与声景观资源主要有水岸蝴蝶、山涧昆虫、山顶风声、竹林风声等。

表 3-2 石门森林公园天象景观资源

景观名称 地点

水岸蝴蝶 现桃花源景点

山涧昆虫 园内山谷溪涧

山顶风声 天堂顶、插旗顶

竹林风声 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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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潜力

声音景观建设潜力

 制高点景观平台

 静心的空间

昆虫景观建设潜力

 游憩观赏空间

针对青少年的特色研习路

径季相景观建设潜力：

 森林与水体一体的（平

视）观景平台

 森林与天空相融的（俯

视）观赏平台

（三）景区开发现状与调整潜力

整合 2009版规划对森林公园景点、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如图 3-4）。结合目前实

际情况，重点从交通干道、主要服务设施、景点、景观步道几个方面来分析开发现状与调整

潜力。

图 3-4 石门森林公园现有最新规划主要开发布局图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26

1、交通干道与主要服务设施

（1）交通干道：森林公园的主干道与次干道已基本建设完成，并且是目前公园最主要的

运输纽带，但全园缺少包括电瓶车、自行车等在内的非机动车路线。

（2）停车场：目前部分已经建设，但现有规模不能满足未来的发展。

（3）游客中心：未建设，且原有规划地点不适合建立大型游客服务中心。

2、景点与景观步道

对比规划现有建成与在建的景点与景观步道，对其建设情况分析见下表。

表 3-3 石门森林公园景点与景观步道开发现状

景点与景观步道 现状情况

景

点

1 伟岸石门 2 野趣园 3 景观平台 不完善且不宜开发大型服务区

4 步步高升 5 插旗顶 6 仙人垂钓 7 鲤鱼板石 有一定基础，但未开发完善

8 景观大坝 9 金龟探水 10 连心桥 11 养生广场 12 金鱼摆尾 未充分开发

13 雅琳园 14花海 15 望水轩 16 森林旅游小镇 17 生态会议中心 18

茗茶轩 19揽月亭 20渔人码头 21沐风亭 22碧波广场 23翠竹园 24

知返坪 25 梅林小憩

景点建设不完善，主题缺乏足够

的鲜明性，缺乏吸引力。

27 层林尽染 28 环湖游道 29 水上泛舟 景点未建设完善

30 桃源人家 31 田园牧歌 32 石门木栈 景点开发但特色有待提升

33 长桥卧波 34 石门双峰 35 榕结连理 36 石门香雪 37 狮子头 景点本底良好但标识不显著

38仙桃潭 39闯龙宫 40银链瀑布 41鹤舞石 42红荷争艳 43洗心石

44 百丈绝壁 45 禾雀迎春
景点未开发

46 石门幽谷 47 临波潭 48 小龙宫 49 水帘瀑 50 三仙论道 景观标识不明确，使用率较低

51 落英缤纷 52.天堂顶 未完成建设

景

观

步

道

A 段 未建设完全

B-C 段 建设但森林景观道特色不突出

D-E段 未建设

C-G 段 F-G 段 未建设，部分在建

H-I 段 I-L 段 L-M 段 未建设

J-K段 I-K 段 K-M 段 未建设完全，且特色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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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整潜力

总体来说石门森林公园调整潜力巨大，大部分为需重新开发或调整建设的状态。

 A1、A2 片区景点与景观

步道、服务设施进行重

新开发建设。

 B1、B2 继续完善建设。

 C1、C2、C3、C4、C5 景

点与景观步道、服务设

施、停车场重新调整建

设。

图 3-5 石门森林公园调整潜力示意图

（四）游客需求分析与提升潜力

1、行为特征与提升意愿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掌握游客的行为特征与提升意愿，抽样调查的游客群体从性别及年龄

层次看，男性占 52%，女性占 48%；从年龄看，集中在 18-39岁之间，占总游客量的 70%，

其中 26-39岁年龄区间的占总游客量 46%，40-59岁年龄区间达 17%，老人与幼儿相对出游率

较低；从职业看，上班族占 57%，学生及自由职业各占 16%和 10%，离退休人群和农民出游

比率低；从受教育程度看，大专以上学历达 70%，初高中受教育人群占 25%；从月收入水平

看，各层次所占的比例相差不大，问卷分析的结果如下。

（1）行为特征

计划游玩时间：调查分析显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游客计划出游时间绝大部分集中在

半天或 1天，占 78%，其中半天 33%，1天占 45%，而 1天以上逗留人群较少。游客逗留时

间短，并集中在周末，这与石门森林公园目前住宿设施缺失以及旅游产品结构有较大关系。

B2

B1 C1

C4
C3

C2

C5A2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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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交通方式：调查分析显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92%的游客自驾出游，4%的游客步行

或骑车到达公园，而通过旅游大巴或公共交通出行的游客为 0%。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石门公共

交通出行存在相对的不便利，园内私家车停放与换乘对接也存在一定的挑战。

重游率：调查分析显示，69%的游客是第一次游玩石门国家森林公园，12%的游客第二

次以上来到公园，而有 14%的游客经常性来此地游玩。可见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重游率达到

26%，有一定的再次欣赏力，其产品有一定的体验性。经常来的游客中有 88%来自于广州市，

其中 72%来自广州市从化区，说明石门公园重游客源主要以从化周边市民为主，对广州市其

他区及周围市域再次游览吸引力还不足。

（2）提升意愿

游客对服务设施的需求：调查分析发现，游客需求最大的是休闲座椅，达 51.1%，主要

原因是公园面积大，景区内交通以自驾为主，游步道步行为辅，在游步道沿线及景点区域现

有休闲座椅较少；其次是遮阳/遮雨亭（43.8%），景区内现在同样缺少与休闲座椅相伴的遮阴

亭；第三是游客服务中心（34.1%），目前石门公园建设有一处游客服务中心，位于景区入口

处，景区内重要节点缺少服务咨询和引导；其他依次为厕所（27.8%）、小卖部（25%）、停车

场（20.5%）、垃圾箱（18.2%）、科普解说牌（18.2%）、无障碍服务设施（9.7%）。

图 3-6 游客期望加强的服务设施

游客对未来景区产品及设施的期待：调查统计发现，除纪念品店建设意愿低于 10%，其

他项目均有较高的需求，前三分别为水上娱乐设施（42.6%）、森林浴场（35.8%）、林间空中

栈道（32.4%），此三类项目均有较强的互动体验性，能够增进游客与森林公园森林资源、水

资源之间的互动友好度。其他依次排序为花海（25.6%）、餐厅/茶室（22.7%），电瓶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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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道（17%），缆车（15.3%），游乐园（13.6%），自然科普场所（13.6%），旅店（11.4%）。

由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中已有相对较成熟的天池花海景点，游客对于再建设花海的意向不是

特别高。而公园内目前基础服务设施如餐饮、景区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促使游客产生一定的

建设意愿。在调查访谈中发现，游客大多倾向于亲近自然，呵护原生态自然景观，一定程度

上反对与森林环境不协调的游乐设施的大量建设，但亲子出游的组合方式使得许多家长也青

睐游乐设施的建设。78%的游客计划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出游 1天以内，所以建设旅店的意

愿相对较低。

图 3-7 游客期望增加的项目

游客对森林康养的体验意愿：调查统计发现 34%的游客很想体验森林康养小屋，51%的

游客有可能选择森林康养，而没有意愿的和不一定的各占 10%，4%。在交叉分析中发现，90.5%

的女性有意愿或有可能选择居住，高于男性的 84.9%，女性更加青睐森林康养及休闲生活。

森林康养小屋的居住意愿基本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呈正向线性关系，18岁以上的游客体验

森林康养小屋体验意愿基本在 84%以上，其中 26-39 岁的游客体验意愿达到 90.5%。职业分

类中，89.4%的上班族有意愿或有可能体验森林康养小屋，离退休人群体验意愿高，而农民和

自由职业相对愿意体验率较低，但也达到 70%以上。游客受教育程度与体验森林康养小屋的

意愿度呈明显正向线性关系，游客体验意愿随着学历水平的增长而比率增长，其中小学比例

为 50%，初中 57.9%，高中 75%，大专 90.9%，本科 96.2%，研究生以上 99%，这与对森林

康养的认知有一定关系。但是收入水平对森林康养小屋的居住体验意愿并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关系，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同收入阶层的体验意愿率分别为：1000元以下 80%，1001-3000

元 76.9%，3001-5000 元 82.8%，5001-10000 元 97.9%，10001-50000 元 90%，50001 元以上

87.5%。总的来说，游客森林康养体验的意愿较高。

2、空间特征与时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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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地的空间特征与服务范围对于做好其旅游市场定位、旅游营

销和旅游规划具有重要意义。2009-2014年公园对游客来源地与游客人数的统计数据表明，一

方面从游客空间特征来说，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要客源分布在广州市域范围内和其近距离

的周边地区，周边区域以深圳最多，其次为东莞和佛山，外省客源较少，有且是在广州暂住

的外来人员；另一方面从游客时间特征来说，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主要客源集中在黄金周，

周六日也较多，平日游客相对较少。

图 3-8 石门森林公园游客来源地分布图 图 3-9 石门森林公园游客量分布图

这一分析结果说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集中的特点,客源随着地

理距离的增加而急剧衰减，服务范围集中在广州市区，较小强度辐射至珠三角地区。

3、提升潜力

依据上述行为特征、提升意愿、空间特征、时间特征的分析，归纳总结游客的需求如下：

（1）家庭自驾游居多，上班族为主导客源：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目前游客多以家庭组合自驾游

方式出行，其中大部分为家中上班族为主导客源，考虑青少年儿童及老人游览需求，出游时

间集中在节假日和周末；（2）逗留时间短，重游率不高：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目前基础住宿服

务设施开发不足，且景区产品同质性高，游客计划游玩时间集中在 1天以内，附近居民（从

化区）重游率相对其他区域高；（3）客源市场近距离集中，区域性明显：客源集中在广州市

域范围内，尤其是从化区，并稍有辐射至周边市，如佛山、东莞、深圳，外省客源较少；（4）

基础服务设施需求大、要求高：游客对公园基础服务设施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景区内游憩休闲、

餐饮、园内交通设施，并要求设施能满足数量的基础上，注重基础服务设施与周围景观的协

调性；（5）倾向互动体验旅游，偏爱原生态自然景观：游客期望增加园区内水上娱乐设施及

其他互动体验性强的项目，如林间空中栈道，进一步提高游览质量，转变观光旅游为体验旅

游，并要求提升公园景观，注重景观协调性，保护原生态自然环境；（6）有一定森林康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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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青睐森林旅游：大部分游客有森林康养旅游意愿，尤其是高学历群体，但对森林旅游认

知仍存在一定误区。

立足上述需求，石门森林公园在该方面具有如下提升潜力：

 增加多样且高效的交通干道系统（解决自驾车停泊问题）

 增加综合服务供给，提升长期停留与重游吸引力。

 增加环境科研与自然教育设施，提升科普功能。

 增加森林游憩与森林康养项目，塑造公园核心吸引力。

（五）旅游资源对比与差异性发展潜力

1、差异化发展方向

石门森林公园周边主要分布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黄龙湖森林公园、南昆山国家森林公

园，其基本情况对比如下。

表 3-4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与周边主要国家森林公园对比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 黄龙湖森林公园

规模 2627.7ha 9124.15ha 12900ha 4500ha

主要资源 原始次生林、溪谷、 流溪河水库、岛屿 森林、竹海、幽谷、瀑 黄龙带水库、杉林

环境特征 秀丽、意境幽远 开朗、壮阔、雄伟 幽静、秀美、壮阔、幽深 地势高差大、狭长

景观特征 自然、原始风貌 人工与自然景观相结合 自然风貌与人工相结合 自然风貌

（1）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具有大面积的水域与岛屿具有景观的直接优势，且水上项目开发起步较早，目前是以水

上开发带动公园的整体发展。但水域开发带来可能的环境威胁，使公园可能丧失核心的生态

基础。

（2）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

开发成熟的各类度假村，目前是以优良的生态禀赋带动度假与休闲产业的商业赢运。但

森林价值未得到核心强化，且较高端后续更新与吸引力将滞后。

（3）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自然景观保存较为完好，具有自身独特的几个优势：

 广东保存最完好的北回归线上的原始次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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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第一峰

 广州最佳红叶观赏点

因此，石门森林公园的发展必须发挥森林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依托广州第一峰、最佳

红叶观赏点的特征走森林特色与深度游憩的差异化发展方向，利用广东保存最完好的北回归

线上的原始次生林走普适性与高端结合的森林康养、森林特色环境教育的差异化发展方向。

2、差异化发展潜力

石门在森林游憩、森林康养、特色环境教育方面与国内外建设较为成熟的典型案例相比，

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1）森林游憩方向的潜力：借鉴九寨沟的交通与游线的组织和设计。九寨沟采用车游

解决交通与步游观景相结合的方式。全园游览车 200辆，为绿色观光巴士，所有景点之间都

可以通过观光车到达，游览公路总长度为 60km，有三条公路，尽端分别为原始森林、长海、

纳久坡草场；游览步道总长度 39km，主要为各景点的游览步道，以及部分相关景点的连接步

道。石门森林公园目前对外交通是公园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园内也缺乏完善的特色

性游憩步道系统，在该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发展潜力。

（2）森林康养方面的潜力：借鉴日本森林疗法方面的实践。日本森林疗法的相关研究

已近 30年，在近些年的研究分析中，森林疗法的疗效已经得到科学证实，东京都奥多摩森林

疗法之路的建设项目，充分利用自然原始条件，构建了供人们康复治疗的人工林设施，森林

疗法之路全长 1.3km，应用森林土木、建筑、景观、设备等构造与施工方法，利用原先已有

的四条道路进行改造，沿线穿插三种类型的休憩空间：“眺望广场”、“吧台”和“驿站”，建成

适合森林浴的道路，和一系列隐藏于森林之中的大自然康复治疗设施。同时，根据林分、地

形地势、水系、景观等要素的分布情况，充分发挥和利用各个空间的不同潜质，如将疗法之

路中较为平坦宽阔的空间，建成老年康复、预防医疗等为目的的健康保健设施；在溪流瀑布

处，设置倾听滴水声音的装置；在山脊上将砍伐后的空地，活用为体验杉树林空间的自然广

场等。石门森林公园内现已初步开辟国际森林浴场，建成森林步道，并在沿线设置了科普解

说标牌，但林内休息和森林体验设施尚不完善。借鉴奥多摩森林疗法之路在场地和空间利用

方面的经验，如下两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一是结合场地设置更多有特色的休憩场地，

二是要对森林环境的保健效果进行评价和测量，以突出和体现森林浴场理疗康养的主题和内

涵。

（3）森林教育方面的潜力：借鉴台湾溪头自然教育园，其依托良好的森林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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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挖掘自然资源，不断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是台湾以自然教育、森林体验为特色的知名旅

游地，园内大部分景点围绕自然教育功能命名建设，包括森林生态展示中心、溪头青年活动

中心、针叶树标本园、蕨类标本园、土石流教学区、竹类标本园、植物进化探索园、林间游

憩场、竹炭教室等多处景点，各景点科普解说设施完备。因此，无论是专程前来进行自然学

习的青少年或高校专业学生，还是前来观光、休闲、运动的游客，都能够了解到自然科学知

识。园内修建了 14条形式与自然环境相呼应的森林步道和一处能够观赏林冠景色的空中步

道，让游客可以更好地体验自然。此外，自然教育与体验也作为园区重要的服务工作内容，

贯穿全园运营管理过程中。园区设计了各式以溪头特色自然资源为主题的纪念品，编撰了一

系列自然教育书籍，在园区商铺、礼品店销售；发动社会力量，招募了 160人的解说服务志

愿者团队，为全园提供游客解说及咨询服务；全年不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自然教育主题活动、

展览，如萤火虫之夜、时令风物观赏、乡土生态产业观光等。石门森林公园与溪头森林公园

同属远郊型森林公园，有良好的自然自然基底，应在未来发展中着力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

找准定位，并在景点建设主题、设施建设、产品和服务、运营管理等方面贯彻发展理念，这

样才能不断增加公园的吸引力，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表 3-5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差异化发展方向的案例借鉴与潜力分析

差异化发

展方向
石门现状

国内外

案例
差距与潜力

森林游憩
具有游憩步道与游憩景点，但相对

而言缺乏特色，且未成体系。
九寨沟

在特色性的交通与游憩步道系统建设方

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森林康养

初步开辟森林浴场，但普适性与高

端结合的森林康养开发与建设不

完善

日本东京都

奥多摩森林

疗法之路

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各个空间的不同潜质

建设不同类型康复治疗设施方面具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森林环境

教育
环境教育相对而言较为滞后

台湾溪头森

林公园

在着力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进行特色环

境教育主题、设施、产品、服务、运营管

理等建设方面，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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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总则

一、规划指导思想

以党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与落实《国务院关于促

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珠三角旅游一体化趋势，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品质提升和

持续健康发展，在保护好森林资源的基础上，依托森林生态资源，进一步开发旅游产品，加

强设施建设，合理优化布局，创新发展森林游憩、度假、保健、生态文化等，将森林康养与

自然教育打造成石门森林公园的核心品牌，把石门森林公园的绿水青山变成增强公园自身实

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加百姓生态福利的金山银山。

二、规划原则

（一）保护现有资源与提升森林质量相结合

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环境美学理论的指导下，优先保护现有森林与溪河湖库等水

系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合理推进林分的景观改造，推进林分的功能改造，形成多树种、

多层次、多色彩的森林景观，并实现保健、芳香、康体等森林多重功能的优化。

（二）打造特色品牌与完善常规建设相结合

依托及整合多种现有资源，在强调景区、景点、交通线路、停车场、给排水、电力通信、

防洪排涝、公共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的基础上，着力打造森林康养品牌，自然教育特

色品牌，特别是针对青幼年儿童的参与体验式环境教育项目，以对儿童的吸引带动成年群体

客源，以及第一峰森林徒步健足与森林季节景观观赏等金典的品牌，实现亮点突出的综合发

展。

（三）满足大众需求与创新高端项目相结合

充分分析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自身特点以及所在区域的资源、市场状况，分析游客行为与

喜好特征，找准公众需求，并在森林游憩与体验项目、园区公共服务的建设中充分吸纳与满

足大众需求。同时，依托公园特有的森林康养基底环境，打造一系列从大众森林浴到高端养

生、理疗保健等的场所和项目，满足各种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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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本地客源与吸引外地客源相结合

在保持公园目前对周边市场的有效吸引力的基础上，通过推出以森林游憩、康养、环境

教育为核心的项目，扩大公园吸引力的辐射范围，并通过外部交通环境与公共基础服务设施

的提升与建设，提升公园对外的可达与易达性，提高公园对有住宿与长期森林疗养人群的服

务供给能力。

（五）突出差异发展与注重区域联动相结合

针对市场需求与周边景区发展特征，利用自身优势，扬长避短，进行差异化开发，形成

具有创新机制的旅游市场，避免与周边景区重复、恶性竞争。同时，在形成差异化发展的基

础上，充分融入区域发展环境中，力争与周边景区发生联动效应，实现与周边旅游景区的合

作，促进整个区域的生态、旅游健康发展。

三、规划依据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09）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9）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7）

10.《旅游规划通则》（GB-2003）

11.《森林防火条例》（2008）

12.《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1989）

13.《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2000）

14.《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

15.《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5）

16.《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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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0）

18.《广州市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00）

相关标准规范

1.《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

2.《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18005-1999）

3.《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LB/T 051-2016)

4.《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

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6.《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9.《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2-1990）

10.《饮食建筑设计规范》（JGJ64-1989）

11.《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1991）

12.《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GB/T10001.1-2001 GB/T10001.2-2006）

相关规划及文件

1.《全国主体功能区划》

2.《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2010-2020）》

3.《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4.《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 2011年令 27号）

5.《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审批管理办法》（林规发【2015】57号）

6.国家林业局、国家旅游局《关于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的意见》（林场发【2011】249号）

7.国家林业局《关于编制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有关问题的通知》（林规发【2012】130

号）

8.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城郊森林公园发展的指导意见》（林场发【2017】51号）

9.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的通知》（林场发【2018】4号）

10.国家林业局《关于大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林场发【2016】3号）

11.国家林业局森林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启动全国森林体验基地和全国森林养

生基地建设试点的通知》

12.广东省政府《珠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一体化规划》（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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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广东省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

14.《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15.《广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16.《广州生态城市规划纲要（2001-2020）》

17.《广州生态环境建设规划（2000-2020）》

18.《从化市总体规划（1998-2020）》

19.《从化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及其修编

20. 广州市从化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1. 广州市从化区《现代旅游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

22. 广州市从化区《从化温泉风景区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23. 广东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03-2010）

24.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广州华南环境资源研究院、大岭山林场《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

园总体规划修编》（2009—2020年）

其他有关森林公园建设的规划、会议纪要、请示函等文件。

四、规划分期

根据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资源与旅游发展现状，本次规划建设期限为 10年，2017-2026

年，分近、中、远三期。

近期：2017～2020年

中期：2021～2023年

远期：2024～2026年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XQJ-ya8cCDZssR7lzntF3qYOIYt4vAYTgRJPoL0xYqTy8qsma7y1ek604vbmgA3iy25rKKvN5X8bwrsjImqq4A426_rH8KmB-1Fd7qkDFzMrwkmTa_PBHvtX1Evkx7UZnf62Oq8OYudy0vTdybWIq&wd=&eqid=879acdc400086203000000035aca0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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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体布局与发展策略

一、公园性质与范围

性质：以保护为主，保护生态，适当开发，将石门森林公园打造成一个集自然景观、人

文景观、森林保健功能、环境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生态型公园。

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是在国营大岭山林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地处南亚热带，终年气候

温暖，其用地多为自然的山峰、山谷、林地、水面，具有优美的森林景观和自然景观。规划

中首要的任务是充分保护和利用现有林木植被资源，对现有林木进行合理地改造和艺术加工，

突出其森林景观；在此基础上，利用森林的多种功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旅游服务。

范围：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地处广州市东北部从化区境内，东邻南昆山自然保护区，南靠

增城大封门林场，西对温泉镇，北望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公园总面积为 2627.7ha。

地理坐标为北纬 23°36′50″-23°39′20″，东经 113°46′16″-113°49′17″。

二、主题定位

（一）森林公园的主题定位

1、北回归线上的国际森林康养基地

依托石门森林公园内保存完好的北回归线上原始次生林，发挥森林的康养保健功能，着

力建设森林浴场、森林疗养院、森林理疗中心等，使之成为国际水平的森林康养基地。

2、珠三角地区极具魅力的清凉避暑胜地

石门森林公园核心景区海拔 800m以上，植被覆盖率高，夏季凉爽，拥有天然而舒适度

极高的小气候环境，通过完善服务设施，使之成为珠三角地区极具魅力的清凉避暑胜地。

3、广州最高峰的山岳风光体验高地

公园海拔 1210m的天堂顶，沿线的植被与环境的梯度变化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山岳风光，

结合登山远足、森林瞭望等功能开发，让广州市民可以登顶这座广州第一高峰，使之成为森

林旅游的新地标。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39

（二）森林公园的功能与形象定位

 功能定位

生态功能——保护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自然生态环境，发挥其植物资源丰富优势，保育森

林植被，营造植物景观，提高水体质量，形成珠三角区域内具有突出特色的森林植被景观。

游憩功能——在满足传统的观光、猎奇型游憩活动的同时，根据公园特点，发展社交聚

会、参与体验型、徒步健身、康体休闲、科普艺术等多种游憩活动，将石门森林公园打造成

综合性游憩场所。

康养功能——根据自身优势和潜力，将森林资源和康养旅游活动有机结合，挖掘森林康

养项目潜力，突出森林资源修身养性、调节机能、康体保健的养生功能，增添个性化旅游服

务与康养体验，塑造公园核心吸引力。

科普功能——充分利用公园“保存完好的北回归线上的原始次生林”、“广州第一峰”、“广

州最佳红叶观赏点”等优势，发展普适性与高端相结合的森林特色环境教育，成立自然学校，

加强环境教育，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逐步成为广州重要的森林科普基地。

 形象定位

依托良好的植被条件，尤其是原始次生林资源，打造国际知名“森林康养胜地”形象；依

托公园高海拔、植被覆盖率高的优势，打造珠三角“清凉避暑胜地”形象 ；利用海拔 1210m

的天堂顶，着力打造“广州第一高峰”名片。

三、功能分区

（一）功能分区原则

功能分区应遵循如下原则：

（1）客观反映森林公园不同区域的资源特点、分布特征以及在保护、管理、游览、服务

等方面的地域空间关系和需求。

（2）有利于森林游憩活动的组织和开展。

（3）为森林公园的长远发展留有一定的余地。

（二）功能分区

本规划采用森林公园——功能区——功能分区——景区、小区——景点的分区系统。

依照功能分区原则和地域分布特征将森林公园划分为管理服务区、核心景观区、一般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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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区和生态保育区四大功能区。

在以上四大功能区的基础上，本规划根据森林公园自然环境、森林风景资源等级及旅游

开发现状，统筹考虑森林公园游览组织、景区景点设置、旅游服务接待及生态安全保护修复

等方面问题，将功能区详细划分为综合服务管理板块、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

板块、广州之巅风光板块、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生态保育板块等八大功能分区，并在功能分区的基础上进行景区、景点规划布局。

管理服务区——指为满足森林公园管理和旅游接待服务需要而划定的区域。管路服务区

内应当规划入口管理服务区、游客中心、停车场和一定数量的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接

待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管理和职工生活用房。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总面积为 144ha，主要集中在综合服务管理板块，面积为

132ha，范围包括大岭山林场 5林茶村 1林班 1-5小班的全部，1塘仔村 1林班 13-15、23-26

小班的全部、4-5、16-18、28-29小班的部分。另外在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

块、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板块、国际森林康养板块设置 7处管理服务区，合计

面积 12ha，范围包括 1塘仔村 1林班 5小班部分、1塘仔村 1林班 9小班部分、2白茫潭村 1

林班 19小班部分、1 塘仔村 1 林班 22 小班部分、5林茶村 1 林班 18小班部分、3 石门村 1

林班 39-41小班交汇处、4石灶村 1林班 16-17小班交汇处、4石灶村 11-13 小班及 22-23 小

班交汇处。管理服务区合理利用现有建设用地，集服务、休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满足森

林公园发展需求。

核心景观区——拥有特别珍贵的森林风景资源，必须进行严格保护的区域。在核心景观

区，除了必要的保护、解说、游览、休憩和安全、环卫、景区管护站等设施以外，不得规划

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核心景观区主要包括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位于上天池南侧，是公园

内珍贵的原始次生林资源，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面积为 177ha，范围包括 5石灶村 1

林班 53-55、57、60、61、63小班的全部，42、46、50-52、56、58、59小班部分。

一般游憩区——指森林风景资源相对平常，且方便开展旅游活动的区域。一般游憩区内

可以规划少量旅游公路、停车场、宣教设施、娱乐设施、景区管护站及小规模的餐饮点、购

物停等。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一般游憩区包括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块、广州之巅

风光板块、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和国际森林康养板块，规划总面积

1098.7ha，范围包括 2白茫潭村 1林班 4、18-20小班的全部、1-2、7、12小班的部分、3石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41

门村 1林班 1-3、5-8、11、12、21、35、37、38、67、75、76小班的全部、9、10、13、14、

17-19、22、23、39-42、53、54小班的部分，1塘仔村 1林班 1、2、6-8、10-12、19-21、27、

30、32、33-35小班的全部、3-5、9、16-18、22、26、28、29小班的部分，5林茶村 1林班

8-11、22小班的全部、16、18、19小班的部分，4石灶村 1、2、16-18、26-30、43、44、65

小班的全部、3、4、9-12、15、18-22、24、25、32-34、36、42、45、46、48、50-52、56、

58、59、68小班的部分。

生态保育区——指本规划期内以生态保护修复为主，基本不进行开发建设、不对游客开

放的区域。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主要为森林保育板块，该板块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南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原始次生林保育区，面积 1208ha，范

围包括 2白茫潭村 1林班 1-3、5、6、8-13、15-19、21小班、7、14小班部分，3石门村 1林

班 10、15、16、24、25、27-32、36、43、45-52、55-66、68-74 小班、9、13、14、17-19、

22、30-42、53、54、67小班部分，4石灶村 1林班 5-7、37、39、41、47、49、68小班、1-4、

9-15、24、25、31-36、38、40、48、56小班部分，5林茶村 1林班 14、15、20、21小班、6、

13、16、17、19小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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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功能区划及主题定位

功能区 主体板块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管理服务区
综合服务管理板块（含

其他板块服务区）
综合服务与管理、观光、休闲、体验 144.0

核心景观区 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 植被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 177.0

一般游憩区

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 森林康养、休闲、植物与水景观赏

1098.7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观光、休闲、探险、自然教育

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运动、观光、自然教育

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植物观赏、自然教育、康养体验

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观光、休闲、水上运动、拓展

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康养、森林浴、科普服务、自然教育

生态保育区 森林保育板块 生态保育，生物多样性保护 1208.0

合计 2627.7

四、分区建设项目及景点规划

根据森林公园现有结构和空间布局特点，对公园景区、景点进行规划。

（一）管理服务区

1、综合服务管理板块

位置：包括现有入口管理服务区，和石门、石灶风景区分叉点至塘仔果林周边两个区块。

现状：入口管理服务区以林场场部为中心，目前入口服务区职能较为单一，仅有售票处

和少量特产商铺，缺少相应配套设施，公园大门陈旧，缺乏吸引力；从公园入口到石门、石

灶风景区分叉点位置，无明显景点，分叉点虽有两处农家乐性质的餐饮服务点，但档次不高，

停车场并未形成规模，以临时停车为主；塘仔工区范围内有一定面积的经济果林，目前利用

方式以果林种植为主，有少量农舍。具有开发潜力的景点有知青农场、塘仔民宿等。

（1）入口管理服务区

对原入口管理服务区进行重新设计，提供临时集散、咨询导引、公园管理的功能性场所，

扩展大门入口区建设视野开阔兼具文明旅游宣传功能的生态广场，公园大门处设游客服务中

心。将现场部及场部北侧建设用地分别改扩建为星级宾馆和商务会议中心。商务会议中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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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建筑上改造升级，拟建 4层，占地 500m2，运用理性、简洁、明快的现代建筑形态，形

成统一、完整的建筑意象。建筑疏密有度，与自然景观相呼应，同时建筑周边进行园林景观

改造升级，形成观景平台、山雨台、金莲池、石磴道、三融园等景色优美的小环境。

图 5-1 入口管理服务区

伟岸石门：加快完成入口景观改造，对原有公园大门进行重新设计修建，更加突出石门

国家森林公园形象，增强吸引力；将大门位置进行南移，与管理服务区其他建筑形成统一整

体。

植物景观提升：从整个石门森林公园的植物景观效果来看，管理服务区道路的沿线景观

缺乏特色，多为原有阔叶乔木，并受到很大的人为干扰。在保护好现有阔叶林分和乡土阔叶

树种的基础上，通过生态修复，林相改造提进行植物景观升级，对人工经济林进行风景林相

改造，通过人工补植套种方式，调整林分树种组成和结构，恢复形成生长稳定、生态功能较

强的有乡土特色森林群落，改善公园的生态质量和景观质量。

（2）知青农场区

进入公园大门北行 200m左右路侧山坡为上世纪 60、7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开辟建设的农

场旧址，还坐落着百年炮楼遗址，该区域现还生长着银针茶树、黄皮、龙眼、芭蕉等旧时种

植的林果作物。依托该区域的人文历史资源，对现存危房、院落进行复原整理，便能形成极

具历史气息的体验型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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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知青农场区

知青农场：保留原知青生产队建筑组团模式，拆除现有危房，按原样重建知青宿舍，并

开辟一处院落作为知青博物馆，以图片、文字、影像以及纪念品等方式忆苦思甜。知青宿舍

开发为针对小众群体的旅游精品点，拟建 2层，占地 5000m2，采用 70年代砖混建筑结构，

内部采用极简风格，宿舍内陈设具有年代气息和乡村风味的陈列品或装饰物，还原知青生活，

使游客仿佛穿越到当时的情境，从而实现“保护——开发——体验”，提升森林公园文化品位。

银针茶社：公园入口炮楼后山坡，曾为清朝银针茶种植地，现还保留有一株古老茶树。

银针茶始于光绪 22年（1896年），是石门森林公园最具历史的品牌。规划新建银针茶社，并

以古茶树为扦插母树，扩植茶园，建成服务区以品茶、赏景、体验茶文化的重要景点。茶社

风格采用典型岭南建筑风格，拟建两层，占地 500m2，采用中式风格，木质材料，整体与景

区相协调；建议打造银针茶品牌，大力宣传、推广，作为公园特色产品，茶室为游客提供品

茶和观赏空间，游客可在此了解银针茶历史、制作工艺等，还可购买公园培育生产的限量有

机银针茶产品。

百年炮楼：修复百年炮楼、外围围墙等历史遗迹，保持原真性，深入挖掘炮楼人文历史

景点，实现遗址的园林化来保护文物古迹，整理周边杂木、还原茶田景观，保留高大古木以

突出炮楼建筑景观。

防火演练场：防火演练场建设为“一地多用”的功能定位，即以森林消防联合演练为主

体功能，同时集战时人防疏散、应急避灾场所、救灾物资流转储备、森林消防引水灭火示范

场、消防队伍拓展训练场等功能为一体。在公园大门东北侧，上山车行道东侧山体，距离大

门约 200m处建设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大门内部防火演练场，面积约为 6000m2，可停放车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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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辆；在公园大门西南侧建设外部防火演练场，面积约为 12600m2，可停放车辆约 250辆。

项目建设必要性说明：1）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森林

资源及游客安全；2）另根据修编的消防规划，提出结合当地管理部门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

防和扑救工作，提高消防队伍的专业应急能力的要求；3）本项目的建设可以满足园区森林防

火措施的需要，同时兼顾游客旅游休闲需求，完善交通组织功能，提升公园旅游形象和景区

资源优势，为游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游赏空间，使之成为防火演练和观光游憩功能于一体的重

要景观节点之一。项目建设符合《广东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文件（粤森防指[2013]5号）》和《森

林消防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项目建设能够完善大岭山林场的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能有效提高大岭山林场的防火能力，对提升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能力、保证游客生命财

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项目的建设是必要和迫切的。

（3）游客交通枢纽区

交通枢纽：游客交通枢纽区位于石门、石灶风景区分叉点，规划将现有场地建设为台地

生态停车场，在分叉口道路西侧设电瓶车总站，并在醒目位置设大型游园导引电子屏，播报

各主景区环境因子和客流情况，指引游人在此选择不同线路景点游玩。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对枢纽区现有两座餐厅进行改造升级，建设森林公园第一餐饮中心，

建筑风格采用岭南农家风格，由于地处两个主要景观带交叉口，人流量较大，因此餐饮中心

以提供客家风味的简餐、套餐、自助餐为主，并结合纪念品和特产售卖。

塘仔民宿：交通枢纽区以南现状有一处农家小院，目前园林景观状况良好。规划在院落

中增加菜园、牲畜养殖等农家景观，养殖牛羊、鸡鸭、狗、家兔等小型动物，供游客有偿伺

喂，鸡鸣狗吠可增加淳朴的民俗气息，为游客提供餐后小憩的游娱景点。

（4）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规划中对于塘仔林果景区主要有通过以下措施：

（1）在现有基础上，加强林果产品更新换代，开发以“果林”为主的系列旅游产品，主要

提供沙糖橘、竹笋、荔枝等农家特色旅游商品，发展石门森林公园独有的特色林果品种。

（2）改造现有农舍，形成特色旅游品服务点，向游客出售新鲜水果。

（3）开展果林观光、果林品尝、采摘等体验性较强的旅游活动，同时设置少量的农舍作

为加工场所，提供农业参与性活动。

（4）依托道路两侧林下绿化，形成观赏“花田”，供游客驻足观赏或成为骑行景观，并设

置临时停车位及自行车租赁点。

（5）逐步改善林果种植形式，结合观赏花田，形成独具特色的大地艺术效果，成为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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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的特色景区。

2、其他管理服务区

在入口服务区基础上，分别在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块、插旗顶植物观

赏板块、下天池亲水板块、国际森林康养板块设置 7处管理服务区。

（1）红枫湖服务区

规划在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的红枫湖设置森林疗养服务区，占地 200m2。为游客提供餐

饮和休息服务设施。增设观景点以观赏红叶；增设休息站、与红枫湖相关的游乐设施。

（2）清凉树屋村服务区

在桃花溪涧南岸，依山依树而建清凉树屋，树屋共占地 5000m2，采用木质结构，造型与

周边环境相融合，多为一层，树屋间用木栈道连接。树屋选用环保材料，以自然质朴的现代

造型和装饰为基调，使得先天结构与后天人工结构浑然天成，树屋内设施齐备，为游客提供

宽敞、舒适的度假场所。树屋村内设有精品养生餐厅、游泳池、桑拿房、露天茶座等，形成

集休闲、娱乐、度假、疗养等功能于一体的中高档度假场所。

（3）石门三绝服务区

规划石门香雪小卖店扩建为石门三绝服务区，建设服务中心、购物商店、餐饮休息和卫

生保洁等配套建筑与设施，共占地 540m2，整体提高景点的服务水平和便利程度，使在附近

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此停留休息。

（4）石壁龙桥服务区

规划在砾石坡山顶平台处建设水云涧茶社、商店和餐厅等，作为石门、石灶两大景区间

的小型服务点，提供购物和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茶社、商店和餐厅共占地 750 m2，采用

中式建筑风格，与景观相融合。

（5）插旗顶服务区

规划在莲花湖西岸建设插旗顶服务区，在原有建筑基础上扩建为商店和餐饮建筑，并增

加相应配套设施，为枫林红叶观赏区、杜鹃映山品种园、荷颜月色莲花湖等周围景点提供休

息、餐饮和购物等综合服务。原有建筑占地 300m2，扩建后达到 600m2。

（6）下天池服务区

于下天池西南岸平坦荒地修建中型服务驿站——静之洲亲水驿站，建筑形式现代简洁，

明亮通透，占地 500m2，设计向水面伸展的亲水平台，为游人提供休息场所。

（7）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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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将按照高标准打造成森林康养主题生态型度假基地，将提供完

善的住宿度假、疗养康复、养生用房和服务，国际森林康养中心占地 12500m2，拟建 2-3层，

建筑形态追求现代简洁美，采用一定的绿色建筑技术，定位高端，能同时满足多人次、长时

间的康养体验需求。基地康养中心入口应与景区主游线分离设置，允许自驾车通行。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主要承担康养人群的接待、住宿和一些室内疗法的功能。在森林康养

中心中引进先进的康养设施，前来疗养的亚健康人群和病人可以利用这些设施进行简单而有

效的康复锻炼，前来体验的健康人群可以增强身体素质。引进具有专业知识的康养指导人员，

为不同需求的人员量身定制康养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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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综合服务管理板块一览表

项目 地点 面积 （ha）

公园综合服务管理区

入口服务管理区

132.0
知青农场

游客交通枢纽区

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其它服务管理点

红枫湖服务区 0.4

清凉树屋村服务区 1.3

石门三绝服务区 1.1

石壁龙桥服务区 1.2

插旗顶服务区 1.5

下天池服务区 0.8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 5.7

合计 144

（二）核心景观区

位置：核心景观区位于上天池以南，主要包括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

现状：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拥有珍贵的原始次生林资源，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

面积高达 177ha，是森林康养板块的重要的景观背景，为康养提供一定的依托

规划：目前，在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不进行过多的开发，只进行一定强度的管理和保护，

加强监测，为森林康养中心提供必要的森林环境条件。

（三）一般游憩区

1、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

位置：位于现红枫湖和桃花源区域。

现状：红枫湖位于森林公园的西北部，是整个石门森林公园观赏红叶的重点景区之一，

景区以红枫湖为中心，建有滨湖步道。但目前红枫湖北岸植被季相色彩变化不够明显，整体

林相质量有待提升，此外，湖水水位季节变化大，秋冬季水位过低影响景观。

桃花源景区自 2012年开发至今，已成为石门森林公园内重要的景区，面积和游人量均比

较大，目前已建成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景点，如桃园人家、油菜花田、桃花林、景观

小品、步行径、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等，也有一定的游客基础。但景区仍存在节点不完善，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49

主题不突出，游赏项目不够丰富等问题。另外，由于桃花花期短，桃花园景区在春季盛花期

后将有很长一段时间“名不副实”，景区在植物造景方面有一定提升空间。

表 5-3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清凉树屋村

在清凉树屋村可俯瞰桃花源美景，享受群山环抱的博大宽广。清凉树屋村外环境营造溪

水潺潺的水景，鸟语花香的林间小道，让客人置身于天然氧吧，畅享大自然的清新空气。体

验康养带来的别样魅力。

（2）森林疗养服务站

在桃源主景区主路边设森林疗养服务站，建成以提供疗养保健服务为特色的综合服务站，

保健服务包括提供身高、体重、血压、心率、视力等身体指标测量，游客还可通过互动触摸

设备查询森林公园内森林保健指标实时监测数据，获得康养活动指导、健康食品餐饮等保健

服务，为森林公园工作人员提供临时休息场所，同时为游客提供咨询、医疗、纪念品售卖等

服务。

（3）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继续改善现桃花源景区植物景观和园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丰富景区植物配置。通过

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营造如世外桃源一般的景色，使人们身心舒畅，忘却烦恼。红枫湖至

芙蓉栈道步道溯溪而过，东靠指背山，周边为原始阔叶林，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生态价值，群

山环抱，层林叠翠，流水潺潺，妙趣横生。

景区入口：目前入口缺乏标志性景观，广场空间功能布局不合理，在公园主干道设园区

入口，通过设置入口景观构筑物、植物种植强化入口标志性，通过游线组织重新布局广场空

间。

桃花溪涧：指背山山上原有溪流顺流而下，现在黄土裸露，乱石散置，杂草丛生，溪涧

景观基本消失，规划中恢复桃花源景点原有溪涧，进行驳岸修复结合场地的自然高差，整理

并充分利用场地自然山石，营造曲折有致，跌水错落的丰富水景，并在水景边建设小型停留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桃源谷森林体

验板块

清凉树屋村 度假式森林康养

215.1
森林疗养服务站 康养医疗服务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植物观赏、康养休闲

红枫湖森林浴场 观光式森林康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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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满足游人亲水需求，改造面积 64850m2。将桃花源东侧水体进行河道加宽，形成桃花

溪流上水面较大的景观节点，利用自然山石对水底、河道驳岸进行景观化处理，水深控制在

30cm，形成戏水区，一定程度上满足游人对森林公园水上娱乐项目的需求。岸边种植桃花林，

营造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意境。水景边增设观景平台、亲水平台，并增加汀步、栈道、景观桥

等设施，供游人适当停留、休息，体验野趣，呼吸健康新鲜的空气；也可远观山景，饱览四

周的山林景色，潺潺流水，淙淙悦耳，虫鸣鸟叫，婉转动听。

桃源人家：利用基址中的现状建筑，并进行适当改造、扩建，设置少量的农舍和加工场

所，形成桃源人家景点，增加入口小门、瓜棚、土墙、门前小广场、花钵等设施，体现农家

特征，同时增加简易农作工具，并在桃源人家建筑周边增设游客体验点，提供农业观光和农

业参与性活动，供游客亲身参与农业劳作，体验农业生产的乐趣。

四季自然疗愈园：突出主题，打造四季花景，以美景愉悦游人身心。结合现有桃花（2-3

月）种植区，对指背山西侧山脚下原始阔叶林坡脚林相进行适当改造，补植黄花风铃木（3-4

月）、木芙蓉（8-10月）、巴西野牡丹（8-12月）、四季桂等小型木本观花植物，农舍周边种

植成片的波斯菊、蜀葵、向日葵等草花、时花，或点缀决明、山茶、三角梅等花灌木，溪水

边种植红花石蒜、水仙、唐菖蒲等宿根花卉，打造既有成片壮观花景，又有精致植物小品的

四季花田；同时采用当地农家风格，营造归园田居氛围，为游人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作

为休息设施和工具房，还可以适当开展科普活动。

休憩花廊：配合四季花田，在保留现有景观亭的基础上，在园路上布置休憩花廊，生机

盎然，将空间设计作为媒介，激发出游客对周边环境的感知。

芙蓉栈道：规划建设桃花源景区沿水芙蓉栈道，与景区上游栈道相连，并向下游延伸，

联通桃花源景区与红枫湖景区，形成红枫湖——桃花源——石门三绝的连贯的步行系统。

对桃花源景区的步道系统进行调整，充分考虑游步道和平台铺装和周围自然环境相呼应，

相融合，因地制宜，采用自然山石作为铺装材料，丰富景区游赏内容。

（4）红枫湖森林浴场

红枫湖景区水景优美，森林景观类型丰富。在春、夏季，沿湖两岸，翠绿欲滴，碧水环

抱，山花烂漫，芬芳四溢。在秋、冬季，远近山麓，湖岸池边，红枫掩映在青松翠竹之间，

倒映在湖水之中，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秋枫图”。

红枫湖红叶景观林：规划中对红枫湖景区的定位主要以观赏美景、呼吸森林精气进行森

林浴为主，属于“静态”景区，不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红枫湖北侧不进行任何基础设施的建

设，保留现有植物群落，但需要对植物景观进行适当梳理，增加色叶树种，并采取预防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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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等措施以提升景观效果。

遮阳避雨亭：基础设施建设及景观提升工程主要集中在红枫湖南岸。为方便游客短暂停

留与休息，红枫湖南侧有两个现状休息亭，规划完善基础设施，作为游人休息空间，并设置

座椅、垃圾桶等相应的配套设施。

沿湖游步道：在红枫湖南侧建设一条长 1.5km的沿湖游步道，游步道路径上设置亲水平

台、休闲空间以及特色小品，形成给游客驻足观赏对岸景色的合理空间；游步道的建设完善

了整个石门景区步行系统，结合其他景区规划游步道，形成完善的石门景区步行系统，方便

游客开展户外运动、森林浴等活动。

2、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位置：包括石壁谷、石门香雪至三仙会天堂一线区域。

现状：该板块以石景、水景、峡谷景观为特色，现有主要景点为巍峨石门、石门浣纱、

石门香雪等。石壁谷景观带，由现石门电站到莲花湖，谷深 200-350m，拥有丰富的水系景观

资源，但目前缺少完善的旅游路径，无配套设施。石门香雪有近 70ha连片的梅林，是广州三

大观梅点之一，但景点的配套设施落后，景观较为原始，现状仅有一个亭子以及一个小商店。

溪流沿岸奇石较多，但现状凌乱，进行适当整理后使其具有良好的观赏性以及游玩性。目前

对于三仙会天池、石门幽谷等均未进行景观开发利用。

表 5-4石门溪涧探幽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石壁龙桥

石壁龙桥空中轨道：石壁谷景观带完全保留原有植被、地形，规划建设与地面游览步道

相互联结的高空小火车轨道和单车轨道，全长 4km。空中轨道随山谷地形起伏转折，如蛟龙

一般在山林中穿梭游走，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形成对比，成为公园集观赏、健身、探险、生

态体验为一体的多功能标志性景观。

1）轨道采用流线型与天然峡谷忽远忽近，形成空中流线，时而在树冠中穿梭，时而高过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石门溪涧探幽

板块

石壁龙桥 观光、探险、自然教育

300.0
石门幽谷 观光休闲

石门三绝 观光休闲

水科驿站 科普基地、教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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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顶，时而紧邻峭壁，使骑行其中的人有不同的视觉感受；

2）局部修建高空单车站，与步道相连，在自然景观较好位置结合栈道设置小型观景平台

与停留空间，供游人短暂停留，充分进行景观观赏或生态体验活动；

3）配备休息配套设施；设置与石莲幽谷步行道相联系的台阶，供游人实现峡谷中穿行与

高空俯瞰森林的不同体验；

4）栈道将石门和石灶景观带联系起来形成连贯的游线系统。

项目建设必要性说明：1）建设石壁龙桥空中轨道是克服景区游览交通障碍，提升景区连

通性的重要支撑。目前石门森林公园石门、石灶两部分无直接道路联通，是限制森林公园发

展的一大瓶颈，而石壁谷是连接石门、石灶最佳景观通道，建设高架单轨车项目将是提高通

达性的最佳选择之一，能有效加快游客的周转速度，缓解各景区瞬时接待压力，提升景区旅

游安全性能。

2）是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提升景区旅游品质和吸引力，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稳步发展的需

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消费能力提高，旅游市场需要有游客参与性

的多样化的旅游产品供游客选择。空中轨道高架游览车作为林间空中栈道，能让游客以更加

全面、全新的视角游览山谷、植被冠层风光，极具旅游吸引力，提高了游客参与度和体验度，

可建成公园创意性地标项目之一，有利于提高公园市场占有率，且该项目回报率较高，效益

非常可观，有利于增加公园收入，促进周边经济发展，并可解决部分人就业问题。

3）是促进森林公园旅游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示范。石壁龙桥高架单轨小火车项目技术

成熟，占地面积小，爬坡能力强，运营费用低，无排气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少，对森林

公园的旅游可持续开发和自然资源利用都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综上，空中轨道的建设对于石门森林公园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景区生态环境保护、

提升旅游接待水平、增强旅游服务的整体功能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水云涧茶社：茶社位于砾石坡山顶平台处，可远望对面石壁谷瀑布。

石莲幽谷步行道：建设连接莲花湖和石门香雪的步行道系统，步行道总长 4km，宽 2m。

步行道采用木石混合结构，沿线设置厕所、观景平台、休息服务点等相关配套设施。

（2）石门幽谷

石门幽谷：石门幽谷景点指从水科驿站到三仙会天堂景点，规划中对石门幽谷景点采用

原有自然风貌完全保存的策略，使游人在石门幽谷景点中感受到原生态的森林氛围，突出其

“峡谷探幽”的旅游形象；在石门幽谷景点，结合路径氛围，通过小品设施对石门森林公园中

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介绍，形成环境体验与科普相结合的景点；并出于安全方面角度考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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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道路建设，对坡度较大山体进行加固处理，防止山体滑坡。

三仙会天堂：三仙会天堂为攀登天堂顶路径的起点，目前景点尚未开发，规划中对该景

点采取植被保护为主，在景点处增加休息亭廊并搭配小型三仙雕塑，功能性栈道和小型观赏

平台。对景点周边林相进行低强度改造，增加红枫（11月中旬-1月）、高山杜鹃（3-4月）等

植物。

（3）石门三绝

石门香：景点花景主要品种是青梅。每年 12月上旬至次年 1月下旬是梅花最佳观赏期，

梅花盛开如白雪皑皑，令人陶醉。规划中除对现有景点进行优化升级外，规划通过修建步行

径、休息亭廊，增设亲水平台等措施，提升服务水平。

石门峭：该景点属于自然景观，规划中将原有大指背水电站进行改造，形成临水观赏建

筑，主要供行人停留观赏巍峨石门景点，并在改造建筑内增加详细景点介绍，加强游人对巍

峨石门的认知。

石门美：大指背水电站与石门香雪之间溪流较窄，水流湍急，沿岸及河底的自然山石景

观十分壮观，结合芙蓉栈道，通过栈道台阶让游人更加接近溪流，形成亲水空间。规划中石

门浣纱景点亲水空间不新建亲水平台，通过对河岸巨石整理，利用自然山石，形成自然、野

趣的溪流景观。

（4）水科驿站

规划对水电站予以保留，保留其水利发电功能，并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游客参观、了解森

林与水源涵养、水力发电、清洁能源等科普知识的小型景区，石门电站外部总体风格与石门

香雪景点增加的设施建筑整体风格一致，形成景区统一风格；同时对某些潜力细节进行景观

化处理，水电站出水口形成巨龙吐水景观，水面较宽处进行驳岸景观化处理并增加亲水平台。

3、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位置：涵盖大指背至天王山山脊步道区域。

现状：海拔 1210m的天堂顶是广州地区高山之最，天堂顶为主的山体，是森林公园保护

的核心区域，以典型的常绿阔叶林群落和珍稀的濒危生物著称，被称之为“天然植物园”，该

板块目前该区尚未进行开发建设，公园内没有修建上下山登山道，少量驴友由园外登顶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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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广州之巅风光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广州之巅

广州第一峰——天堂顶是本规划着力打造的景点，主要规划措施如下：

（1）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让市民了解广州第一峰——天堂顶位于石门森林公园；

（2）在天堂顶景点规划观景平台，平台设石质景观护栏保证游客安全，在最高点设置景

观构筑物，建议设置 8m高石柱，并标示 1210m高度线，形成整个森林公园的标志性景点。

（2）天王石径

规划 2020年以前实现联通三仙会至天堂顶登顶步道，全长约 4km，提供给游客徒步越野、

户外追踪等森林探险活动，并在步道沿途展示关于登山健身、森林探险、野外生存等相关内

容小贴士；在登山步道上设置休闲平台、坐凳、避雨亭等配套服务设施和安全、防火基础设

施；依据地形，从天堂顶向南沿山脊线设置简易步道，供旅友进行长距离徒步，实现石门、

石灶两个景观带的步行连接系统。

（3）驴友驿站

登顶线路开发，游客增多后，对园区服务和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规划根据地形，在

接近天堂顶的适宜位置设置一处小型服务站，为登顶游客提供商品、医疗卫生、安保、网络

等基本服务。

（4）空中画廊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存较为完整的林区之一，

群落结构稳定，成分复杂，生物多样性高，森林植被带的垂直带性是植物群落分布的显著特

征。由三仙会至天堂顶海拔高差近 700m，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差异明显，是天然的山地植物

图谱。从三仙会天堂景点到天堂顶景点建设长度约 2.3km，高差近 700m的空中游览缆车，增

设相应配套设施，使游客能过缆车观赏广州第一峰的天然美景，同时也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实

现最大程度的保护；由于天堂顶景点面积较小，因此缆车顶端位置位于不老峰，通过台阶路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广州之巅风光

板块

广州之巅 广州第一峰观光

188.4
天王石径 运动、休闲、康养

驴友驿站 综合服务

空中画廊 植物观赏、休闲健身、自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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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天堂顶，一方面可通过不老峰较平坦的地形建设缆车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可增加景点游

览面积，使天堂顶景点容纳更多游客。同时通过在登山步道沿线和山顶设置解说标牌，或缆

车车厢播放解说词，让游客能够留意和了解植被的垂直梯度变化，认识不同海拔的森林和野

生动物群落类型，学习生态知识、爱护景区自然环境。

本规划对将缆车站址地点选择在位于石门三仙会和距离天堂顶较近的不老峰，缆车线路

和站址较为隐蔽，不与景区争景；站房分别位于三仙会和不老峰，体量做到尽可能小，附属

设施尽可能少，建筑风格和风景区建筑物风格相协调统一，同时符合国家建设部门基本要求；

缆车整体线路位于山体北坡，建设中可做到保护地形地貌，不破坏和少破坏植被；缆车起始

点便于游客集散和游览；根据线路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条件和游客量的分析，缆车采用

单线固定抱索器吊厢循环式客运架空缆车，缆车美观大方，视野开阔，节能无污染，对植被

破坏少，并在八级风以下、雪、雾天气均可照常运行，可做到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运输和

游览。

必要性说明：1）建设空中画廊项目是提升广州第一高峰知名度，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的需要。该项目必将对“天堂顶——广州最高峰景点”具有极大的宣传、推广作用，增强石门

森林公园及从化北部旅游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极大带动周边经济发展。

2）建设空中画廊项目是提升森林公园旅游品质和服务能力，提高园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需要。其建成能使森林公园在旅游线路组织上进一步合理化，游客可自主选择更多内容

和组合形式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能进一步促进公园旅游发展，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更

多就业岗位，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潜力。

3）建设空中画廊是促进森林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重要示范。缆车建设占地面积小，

努力维护原有天然景观完整，在资源开发的同时，争取最低限度影响自然环境。同时通过缆

车建设加快了游客的周转，减少其他景区内的接待压力，减轻了游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

森林公园旅游可持续开发和利用都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缆车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经济实用、方便游客的山地理想交通旅游设施，在石门

森林公园内架设石门与天堂顶连接的缆车对于石门森林公园的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景区生

态环境保护、提升旅游接待水平、增强旅游服务的整体功能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4、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位置：位于插旗顶和莲花湖一带区域。

现状：该板块有丰富的植物景观，是广州著名的红叶观赏点。插旗顶修建有“广州第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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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台”，可登高望远，周边有成片的杜鹃花、禾雀花、红花荷、红叶景观，四季有景，已形成

较为完善的以植物观赏为主的景点。现状在莲花湖有滨湖木栈道、小卖部和停车场。

表 5-6插旗顶植物观光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枫林红叶观赏区

枫林红叶：由于从分叉点到石灶景观带的第一个景区距离较远，景观单调，因此规划中

对该段进行林相改造，增加色叶植物，形成枫林红叶植物景观。

插旗顶：为莲花湖风景区的最高峰，插旗顶俯瞰效果极佳，号称广州第一观景台，近可

俯瞰林果田园，结合规划中对田园景观大地艺术的塑造，将形成更加震撼的效果；远可眺望

天堂顶、天王山、不老峰，三座山峰挺拔险峻、雄伟壮观尽收；天气晴朗时，在插旗顶上眺

望三峰，酷似毛公方醒，静坐沉思，形态逼真，“毛公卧醒”也因此得名。规划中结合插旗顶

现有廊、亭，进行升级改造，适应整体景区风格，同时改造在插旗顶观景点设置景点介绍牌，

使游客更加深入了解插旗顶观赏效果。

（2）禾雀飞舞鸣幽谷

禾雀飞舞景点入口：石门森林公园有近 60ha的禾雀花，大部分连片，天然野生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古藤，在广东地区非常少见。每年 3月中旬至 4月下旬禾雀花盛开，景色迷人。

规划中将禾雀飞舞景点入口进行重新设计、建设，突出主题植物，增强主入口吸引力。改造

现有观光亭的建筑小品样式，建成形式、材质更为自然的休憩空间。

雀鸣声疗浴场：通过观光亭一侧入口步入禾雀花观赏步道，有丰富的声景资源，如鸟鸣

声、虫鸣声、流水声、风拂动枝叶的声音等，诗曰“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该片场地非

常适宜进行以静为主的休闲活动，规划在该区域增设座椅等能够倚靠半躺的休息设施，鼓励

人们放慢脚步，静静聆听感受自然之声，澄净心灵，达到声音疗养的效果。

（3）杜鹃映山品种园

杜鹃花在中国有近 600种，占世界杜鹃花品种的近三分之二，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森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插旗顶植物观

光板块

枫林红叶观赏区 红叶观赏、康养教育

132.3

禾雀飞舞鸣幽谷 禾雀花观赏、自然体验教育

杜鹃映山品种园 杜鹃观赏、植物体验

荷颜月色莲花湖 水景、夜色观赏

芳香植物认知园 自然教育、康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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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公园内插旗顶观景台周边现有杜鹃花观赏区，五彩缤纷的杜鹃花园，是春季游园热门景点。

规划将现有杜鹃种植点通过丰富杜鹃品种，完善旅游休闲设施等措施改造升级。特别是增加

杜鹃花文化主题的标识解说设施和艺术作品，如植物科普、园林文化、诗词文化介绍牌、杜

鹃传说雕塑作品等，丰富景区生态文化内涵。

（4）荷颜月色莲花湖

公园莲花湖区域目前没有形成游憩景点，由于莲花湖是由石门通过石壁龙桥到达石灶片

区后的主要景观节点，因此，有必要进行景观塑造。规划契合地点名称，在莲花湖内种植成

片睡莲，修建亲水栈道，游人可漫步莲叶间观赏睡莲，形成夏季观景点。

（5）芳香植物认知园

五感指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是人们据以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五感齐

发的自然体验景观设计，能够激发人们与自然环境的相互沟通，形成多元的立体的审美感受。

作为自然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规划在莲花湖南岸新建芳香植物认知体验园，吸引人们

调动感官亲近自然。修筑高台种植池，种植对人体无害的各种芳香植物或不同质感的植物，

隐蔽设置喇叭轻声播放山林鸟鸣，修建小水景，发出潺潺水声等，使游人能够亲近触摸，在

鸟语花香间放松身心，回归自然。

5、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位置：指下天池及其周边山体区域。

现状：下天池即石灶下库水体水质良好，有天然峡湾幽谷和小桥流水的景致，场地局部

有基本的休憩亭台，但景观环境设计效果不佳，同时部分基础设施及建筑较为简陋。下天池

南岸近大坝一处三角洲地势平坦，具有适度开发利用潜力。

表 5-7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滨水慢行道

环湖廊道：规划适宜的环水库游线，在已有的线路基础上，完善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骑行

道路，有序引导行进线路，激活场地，建设 4.8km长的环湖自行车道及环湖慢行道，形成人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下天池亲水休

闲板块

滨水慢行道 观光、休闲、健身

103.5亲水拓展区 拓展基地、水景观赏

静之洲亲水驿站 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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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分流的交通路线，提供观光游览和低碳骑行的可能性；路旁留有适宜规划的空地节点并配

备有停车场，同时完善景点标识系统、基础设施也配套升级和改造。

湿地：水库的消落区是本次规划的重点难点，消落区有 3-12m不等的高差，大面积的消

落区提供了规划设计的场地，但需要在保护原有自然景观的前提下，对消落区进行针对性和

阶段性的规划设计，通过水利工程与植物种植及相应景观设计相结合的手法应对季节性水位

变化；形成环湖湿地景观。

（2）亲水拓展区

规划下天池水面开展低干扰亲水游憩活动，如手划船、皮划艇、垂钓等项目，满足游人

在山环水抱间亲水游乐的需求。其中，皮划艇又叫独木舟，是一项在欧美广为流行的高级户

外休闲运动，男女老少都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舟艇设计，使独木舟的爱好者们可以在江河湖

海中自由飘游，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丽和水上休闲运动的乐趣。规划在下天池主打皮划艇水

上文化之旅游乐项目，以艇和水作为纽带，拉近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距离，增进沟通交流，

拓展心智与体力。引进高级游艇器具并聘请专业教练，开设皮划艇俱乐部，进行初、中、高

不同阶段运动培训，加大宣传以下天池为基地开展年度国际皮划艇赛事。

（3）静之洲亲水驿站

静之洲亲水驿站位于下天池西南岸，向水面伸展的亲水平台仿佛漂浮在水面的浮岛，增

强了室内空间与自然环境的流通性。驿站外设自行车租赁停靠点，游人可以以此为原点，骑

车沿滨水慢行道环湖运动。

6、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位置：包括独山至国际森林浴场周边区域。

现状：石灶上天池是森林公园水文资源的主体，山清水秀、茂林夹岸、风光宁静优美、

独具风格。目前该板块建设相对成熟，已有天池花海、水植园、国际森林浴场等景点开放，

但除天池花海外，其余景点设施条件较为简陋，吸引力不足，游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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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国际森林康养板块景区景点及主题定位

（1）户外森林康养保健园

保健园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的配套园林，在周边山林间修建线路闭合的康体森林步道，

使住店客人能够在中心周边进行康养保健活动。保健园应包含散步道、运动场、呼吸浴场、

儿童游戏场等各类型功能场所，并根据活动特点调整林分和林窗密度，如在林窗内设置坐观、

平躺休息、冥想等场地设施，在散步道沿线进行林木整理，去除杂木杂草等。

（2）森林科普体验馆

规划 2020年以前，在国际森林浴场入口处位置，建成广州市森林科普体验馆，开设广州

市自然教育学校。体验馆拟建 1层，占地 800m2，采用木结构或半木结构，多采用全实木材

料，体现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设计巧思和节能环保的环境友好思想。馆内采用先进的布展

设计和展陈设施，向游客介绍森林生态和乡土自然保护知识，并作为环境教育活动基地，提

供办公管理、教学活动场所。根据石门森林公园物候特点，面向中小学校和亲子团体，经常

性组织开展自然观察、科普教育、园艺训练、手作实验、石门夏令营等多姿多彩的室内外活

动，并与中、小学相联合，形成广州最重要的科普基地之一。

（3）广州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

目前在石灶风景区已经建有广州市林业与园林科学研究院科研基地，规划联合国家城市

森林权威科研单位，在原科研基地基础上进行扩建，建成广州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

观测站是依托石门森林公园良好生态环境开展城市森林科学研究的基地，也是石门智慧景区

的管理中枢，具体体现在，通过在石门森林公园不同海拔、景区、森林浴场内设置监测点，

实时传送园区气候、森林保健因子、景区热成像、林相景观影像等数据汇总至观测站进行解

析，将对旅游活动有参考价值的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并面向公众发布，为园区智慧管理提供

依据，指导游客的游园活动。此外，在进行科研活动的同时，还可定期进行科研新产品推介、

板块 景区及景点 功能主题定位 面积(ha)

国际森林康养

板块

科普体验馆 森林康养教育

159.4

森林生态定位观测站 生态观测与体验

国际森林浴场 原始次生林浴场

保健植物配送站 配置健康植物服务

森林书吧 科普服务、自然教育

水植园 水生植物观赏

古树园 古树名木观赏

翠竹园 竹林休闲

天池花海 季节性花卉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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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展示等科普宣传活动。

（4）保健植物配送站

保健植物，是指对人们身心健康的保持、保护有着明显功效的植物。根据目前的研究，

保健植物是根据人类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嗅觉器官、触觉器官、味觉器官对保健植物所产

生的不同心理、生理感受，分为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五种类型。如长时间观赏绿

色植物能够促进思维，减缓脉搏速度；芳香植物可以令人镇静、止痛或者精神兴奋；触摸型

保健植物萱草花、洋苏叶等能消炎退肿等。利用科研所温室培育种植各类型保健植物，面向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提供个性化配套服务，根据康养基地或住客需求配送特定类型绿植。具体

服务形式包括：为康养中心餐饮部提供有机保健新鲜菜品；为客房提供不同保健功能的绿植

盆栽；种植芳香植物制作成香料、干花、香草茶等特色产品。

（5）森林书吧

在森林浴场内建设集图书馆、书店、咖啡馆于一体的木屋森林书吧，人们可以在树影斑

斓的木屋中品味书香茶韵，在舒缓的音乐中放松身心，享受慢生活。书吧里提供西式简餐，

出售森林公园的纪念品，环境优雅宁静，将成为好友相聚、游人小憩的理想场所，相信不少

人会为书吧的典雅情怀所感染，带走一两本书，或向亲朋好友推荐。

（6）国际森林浴场

石灶台的原始次生林，是森林公园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天然林，在广州市极为罕见，具有

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该景区设有中国首家国际森林浴场，森林浴场内空气洁净清新，

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景致宜人，最适合进行森林浴，但缺乏服务设施。规划结合森林康养

和环境教育功能，建设森林品氧道、林冠空中栈道、负离子呼吸区等场地设施，配套森林茶

吧及休息区，使人们能在林荫下娱乐、散步、休息；此外，挖掘马帮古道历史，开辟主题游

步道，建成以文化古迹文化为特色的景点。

（7）天池花海

天池花海景观目前已经比较成熟，规划对于天池花海的景观提升主要是一方面通过植物

种植保证花海景观效果，形成特色婚纱摄影基地；另一方面天池花海建筑比较陈旧，与周边

建筑融合度较差，因此对其进行改造，更好的融入周边环境。

（8）古树园

古树园紧邻天池花海，古树参天，具有极好的生态环境和景观效果，规划主要措施是新

建古树园入口，形成标志性景点；增加古树科普标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旅游步道和

休息空间，让游人可游可赏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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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翠竹园

翠竹园紧邻水植园与国际森林浴场，园内种植以竹为主，规划完善翠竹园步行路径，并

设置小型休息空间，集中设计瑜伽健身场所，建成茂林修竹，清凉幽静的静心、养生园区。

（10）水植园

水植园已建成 1.5万 m2的湿地景观，生态环境优美，湿地水源清澈见底。规划从长远出

发，合理增加湿地植物，丰富湿地生态的多样性，并增加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解说设施；对

现有木栈道进行改造，在木栈道改造增加观景高台或观景飘台，突出立体景观效果，扩大游

人的景观视野。

（四）生态保育区

位置：指功能分区中的生态保育区域。

表 5-9森林保育板块一览表

石门森林公园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存较为完整的林区之一，群

落结构稳定，成分复杂，生物多样性高，森林公园内物种起源古老，是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基

因库。森林保育板块占地面积大，其中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既是园区内重要的景观背景，

也是森林公园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划定三个森林保育区块，该区不开展任何游憩活动，禁止一切交通工具进入，只允许经

过批准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进入。重点保护区内华润楠+黄杞一广东毛蕊茶群落、深山含笑

+华润楠一华丽杜鹃群落、槠+鹅掌楸一细齿叶柃群落、红花荷+华润楠一网脉山龙眼群落、

华润楠+罗浮柿一鼠刺群落、华润楠+鹅掌楸一罗浮柿群落、华润楠+枫香一鹅掌楸群落、马

尾松+华润楠群落一鼠刺群落、浙江润楠+短序润楠一鼠刺群落、薄叶润楠+网脉山龙眼一厚

皮香群落等 10个天然林群落，保护水源及其周边的水源林，保护区域内的动植物资源、地质

地貌和景物景观。

在道路沿线开挖带状绿地，种植防火树种木荷、覆盖公路路面。同时拆除清理一切与生

态保护无关、不利生态保护的建筑，以防止对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其生态系统受到人为干

扰。

板块 保育区 面积(ha)

森林保育板块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

1208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

原始次生林保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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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景区景点信息汇总表

序号 景点名称 位置
拟占地

（ha）
拟建筑占地（m2）

原有建筑占地

（m2）
新增建筑占地（m2）

一 综合服务管理板块

1 入口管理服务区

（1） 伟岸石门
公园大门

区域
4.5

游客服务中心 400；
星级宾馆 600；
商务会议中心 500；
行政管理中心 600；
其他配套设施 900

大门 30；
行政管理中心 600

游客服务中心 370；
星级宾馆 600；
商务会议中心 500；
其它配套设施 900；

（2） 知青农场
知青农场

遗迹
2

知青博物馆 115；
炮楼 210
银针茶社 500；
知青宿舍 5000；

知青博物馆 115；
炮楼 70；
知青宿舍 1200；

炮楼 140；
银针茶社 500；
知青宿舍 3800

（3） 游客交通枢纽区
石门石灶

岔路口
1.5

塘仔民宿 70；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两

座，占地分别为 600、
1500

塘仔民宿 70；
塘仔人家餐饮中

心两座分别占地

600、1500；

（4）
塘仔绿色果蔬基

地
塘仔果林 4 服务建筑 200 新建服务建筑 200

2 其它管理服务区

（1） 红枫湖服务去

桃源谷森

林体验板

块

0.4 服务建筑 200 新建服务建筑 200

（2）
清凉树屋村服务

区

桃花溪涧

南岸
1.3 服务建筑 5000； 新建服务建筑 5000

（3） 石门三绝服务区
水科驿站

以南
1.1

石门三绝服务建筑

240
其他服务设施 300

石门三绝小卖店

40；
原有休憩及卫生

设施 40

扩建石门香雪服务

建筑 200
升级休憩及卫生设

施 260

（4） 石壁龙桥服务区
砾石坡山

顶
1.2 水云涧茶社 750

新 建 水 云 涧 茶 社

750

（5） 插旗顶服务区
莲花湖西

岸
1.5 服务建筑 600 原有建筑 300 新建服务建筑 300

（6） 下天池服务区
莲花湖西

岸
0.8 服务建筑 500 新建服务建筑 500

（7）
国际森林康养中

心服务区

叠翠亭以

北
5.7

国际森林康养建筑

12500
科普体验馆 800

新建国际森林康养

建筑 12500
新 建 科 普 体 验 馆

800

二 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

三 桃源谷体验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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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景点名称 位置
拟占地

（ha）
拟建筑占地（m2）

原有建筑占地

（m2）
新增建筑占地（m2）

1 清凉树屋村
桃源谷南

侧山体
2

2 森林疗养服务站
桃源谷主

路边
0.05 森林疗养服务站 250 金鸡水电站 110

改造扩建原金鸡水

电站为森林疗养服

务站 140

3
世外桃源自然疗

愈园

桃花园区

域
6.48

桃源人家 50
花田人家 60
四季自然疗愈园配套

设施 250
其他配套设施及休憩

设施 340

桃源人家 50
小卖店 60
厕所 20
景观亭 20

新建花田人家 60
新建四季自然疗愈

园配套设施 250
扩建升级配套设施

和休憩设施 240

4 红枫湖森林浴场
红枫湖南

岸

3.5
1.5km

景观亭 40
沿湖游步道 1.5km

景观亭 20
新建景观亭 20
新 建 沿 湖 游 步 道

1.5km

四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1 石壁龙桥 石壁谷 4km 石壁谷配套设施 620
新建石壁谷配套设

施 620

2 石门幽谷 石门幽谷 3km 新建游步道长 3km 原游步道长 1.6km 新建游步道 1.4km

3 石门三绝

石 门 香

雪、巍峨

石门、石

门浣纱

10

4 水科驿站
石门电站

周边
0.14

水科驿站 600
配套设施 200

原有电站 300
改造升级水科驿站

300
新建配套设施 200

五 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1 广州之巅 天堂顶 1.2 配套设施 100 配套设施 100

2 天王石径
大指背至

天堂顶
长 4km 配套设施 100

避雨亭及配套设施

80、
安全防火基础设施

20

3 驴友驿站 不老峰 0.04 配套设施 100 新建配套设施 100

4 空中画廊
天堂顶山

脊
2.3km

科普展示长廊及设施

2000
新建科普展示长廊

及设施 2000

六 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1 枫林红叶观赏区 插旗顶 2.25

2 禾雀飞舞鸣幽谷
禾雀花观

赏区
2 配套设施 300 新建配套设施 300

3 杜鹃映山品种园 杜鹃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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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景点名称 位置
拟占地

（ha）
拟建筑占地（m2）

原有建筑占地

（m2）
新增建筑占地（m2）

4 荷颜月色莲花湖 莲花湖 1 配套设施 200 新建配套设施 200

5 芳香植物认知园
莲花湖周

边
1.2 配套设施 80 配套设施 80

七 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1 滨水慢行道
下天池环

湖

7.6
4.9km

配套设施 200 新建配套设施 200

2 亲水拓展区
下天池北

岸
0.05 配套设施 200 新建配套设施 200

3 静之洲亲水驿站
下天池西

南
0.06

八 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1
国际森林康养中

心

房车营地

周围
5.6

2 森林科普体验馆
国际森林

浴场入口
0.32 配套设施 800 新建配套设施 800

3
城市森林生态石

门定位观测站
科研所 0.4 配套设施 750

改造原有配套设施

750

4 国际森林浴场
国际森林

浴场
17.5 配套设施 500 新建配套设施 500

5 保健植物配送站
科研所温

室
0.28 配套设施 1200

改造原有配套设施

1200

6 森林书吧 森林浴场 0.3 森林书吧 200 新建森林书吧 200

7 水植园 水植园 1.8 配套设施 300 新建配套设施 300

8 古树园 古树园 2.2

9 翠竹园 竹林 1.6

10 天池花海 花海 3 配套设施 300 新建配套设施 300

五、六大服务体系

在以上功能区划及景区景点的完善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构建综合服

务、观光休闲、智慧景区、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生态保育 6大服务体系：

（1）综合服务体系

森林公园管理服务设施完善与否，是衡量公园建设水平、影响游客对公园好感度的关键

因素。石门森林公园内地形复杂、景点多、线路长，游客分布分散且活动类型多样，目前园

区内服务点布点少、服务设施类型较为单一，不能满足未来森林公园管理和旅游接待服务发

展需要。通过本次规划，将健全森林公园内必需的交通、游览、餐饮、环卫、安全等相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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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体系，并优化一系列服务运营制度，加强人员力量，保证园区管理运营机制高效完备，

并满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需求。

（2）森林康养体系

森林康养是目前国内森林公园提升发展的重要趋势，石门森林公园中舒适的小气候、宁

静优美的环境、洁净的水资源、清新的空气和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等因子的特殊功能，都

是城市居民所向往的、在城市环境中难以获得的健康资源。因此，本次规划将森林康养作为

重点，依托公园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不断挖掘森林康养项目潜力，因地制宜地开辟

森林浴场、康体步道、疗养服务站等专门设施场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森林疗养、养生、保

健服务。这将为石门公园拓展特色体验项目、适应深度游市场需求、形成珠三角地区森林康

养品牌效益奠定基础。

（3）观光休闲体系

石门森林公园内目前还有许多优质的景观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现有部分景点

的基础设施和景观营造也有待加强，特别是游客游园活动主要以观赏自然景观为主，游览活

动类型单调。通过对公园自然景观资源的深度挖掘，将对景区、景点进行精心设计，为游客

提供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游览方式，使游客能通过林冠行走、亲水娱乐、丛林探险、养生

度假等新颖、丰富的活动，零距离、全方位地感受石门森林公园的魅力。

（4）自然教育体系

自然教育是森林公园的重要职能，通过开展森林教育活动，人们会惊叹大自然的奇妙，

懂得森林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并学会如何尊重和保护自然。据观察，广州乃至周边市县均没

有以自然教育为特色的户外游憩场所，亲子自然教育、自然体验项目市场缺口巨大。石门森

林公园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发掘和利用公园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尽早制定出适合本园区开

展的自然教育活动方案，健全园区环境科普解说系统，让更多人能够积极踊跃参与森林教育

活动，并以多种感官体验森林，从中获得知识和乐趣，形成广州地区以森林教育项目为特色

的口碑效应。

（5）智慧景区体系

智慧景区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趋势。石门森林公园发展智慧景区，一方面能够使旅游者

享受到更为丰富的旅游服务，比如通过手机、iPad等工具，查询观光信息、预定食宿、进行

活动报名，还可以订制私人旅游线路，了解运动轨迹讯息，合理安排个人日程，最大化地利

用旅游时间；另一方面，通过建设智慧景区系统，可以整合园区管理中与旅游密切相关的基

础信息，特别是便于管理者收集和分析园区内各类实时动态数据，如环境指数、景观变化、

防火安保、景点客流等，为景区在掌握重要信息、引导游客有序旅游、快速有力应对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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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环节提供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具说服力的数字化信息。

（6）生态保育体系

石门森林公园拥有大面积珍稀原始次生森林，这部分区域是整个森林公园的生态基底和

主体，其作用在于保持森林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森林公园的生态平衡，为森林公园的保

护、游赏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保护森林资源是森林公园的基本任务和作用之一，建立生态

保育体系，有针对性地划分保育区域，提出保育方案和策略，使有价值的动、植物种群或景

观、环境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表 5-11 体系与规划建设载体对照表

体系布局 规划新建设载体 规划提升载体

综合服务

体系

游客交通枢纽区、塘仔绿色果蔬基地、红枫湖

服务区、清凉树屋村服务区、石壁龙桥服务区、

下天池服务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

入口管理服务区、石门三绝服务区、插旗顶服

务区

观光休闲

体系

知青农场、塘仔人家、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石壁龙桥、石门幽谷、水科驿站、广州之巅、

驴友驿站、亲水拓展区、芳香植物认知园、天

王石径、空中画廊、滨水慢行道

红枫湖森林浴场、石门三绝、滨水慢行道、枫

林红叶观赏区、禾雀飞舞鸣幽谷、杜鹃映山品

种园、静之洲亲水驿站、古树园、翠竹园、水

植园、荷颜月色莲花湖、天池花海

智慧景区

体系

广州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入口服务

管理区、森林康养环境数据监测与服务系统、

导览服务与环境教育智能化系统

森林防火信息化网络、病虫害监控信息网络

森林康养

体系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清凉树屋村、世外桃源自

然疗愈园、保健植物配送站、森林疗养服务站、

银针茶社、芳香植物认知园、天王石径、森林

书吧、芙蓉栈道、石壁龙桥

国际森林浴场、红枫湖森林浴场、滨水慢行道、

翠竹园、雀鸣声疗浴场、水云涧茶社

自然教育

体系

森林科普体验馆、石壁龙桥、空中画廊、芳香

植物认知园、水科驿站、森林书吧

枫林红叶观赏区、禾雀飞舞鸣幽谷、杜鹃映山

品种园、荷颜月色莲花湖、天池花海、古树园、

翠竹园、水植园

生态保育

体系

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原始次生林保育

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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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战略与营销策划

（一）发展战略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具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体系布局和空

间布局对其发展战略进行统筹规划。

发展方向：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和接待设施，发展森林生态文化旅游，朝着成为精品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展示教育基地、高

知名度森林康养旅游地的方向发展。

发展目标：依托公园优越的自然条件，以科学、创新的理念进行规划，遵循可持续发展、

区域联动和市场导向的原则，在积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以生态休闲旅游、环境教

育、森林康养为重点，高起点、高品位打造景区，成为区域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成为内涵丰

富、设施齐全、拉动效应大、高品位的森林公园。

各板块发展策略与依托景点如下：

（1）综合服务管理板块

全面提升公园入口景观，在入口服务管理区设公园综合服务和管理中心，丰富该区域服

务职能，承担集散休憩、游园引导、交通转换、小吃购物、住宿接待、运营管理等功能；挖

掘知青文化，开发和再现知青农场遗迹，改建为具有时代感的知青文化体验民宿；塘仔服务

区则作为全园重要服务节点，主要发挥交通枢纽、餐饮购物、果蔬培育等功能。依托景点：

 入口服务管理区

 知青农场

 塘仔人家

 游客交通枢纽区

 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2）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

严格保护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不得规划建设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设施，使其可

持续的为森林康养板块提供良好的森林背景和森林环境。

（3）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

红枫湖以改善林相景观为目标进行植被群落优化；桃花园和石门溪流戏水区作为公共游

憩空间进行景观提升和植物配置优化，桃花园南部平缓山坡区域开辟为森林康养体验区，重

点开设树屋居住、疗养服务站、森林浴场、自然疗愈园等康养和体验特色项目，并为住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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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配套康养服务。依托景点：

 清凉树屋村

 森林疗养服务站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红枫湖森林浴场

（4）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该板块以山谷溪流景观为特色，通过石壁谷联系石门、石灶两片区，改善现两主景区分

离的弊端，增强景点间的可达性。以石门观景点作为中心景点，缘溪而行，各游线汇集至此，

可产生曲径通幽而后豁然开朗的感受。依托景点：

 石壁龙桥

 石门幽谷

 石门三绝：石门香、石门峭、石门美

 水科驿站

（5）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突出天堂顶于广州最高峰的重要意义，形成标志性景点；规划通过登山步道建设，使游

客可步行登山强健身体，获得挑战登顶的成功感受；开辟高山景区势必会增加公园防火压力，

通过智慧景区建设，增强片区“三防”能力，特别是加强森林防火预警和监控能力。规划远期

由三仙会天池至不老峰建设登山缆车，形成“空中画廊”景观，使游客能够以鸟瞰视角观赏到

森林植被景观随海拔近 400m变化形成的奇妙变换。依托景点：

 广州之巅

 天王石径

 驴友驿站

 空中画廊

（6）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将该区域打造成为植物景观特色板块，新建芳香植物认知园并利用现有花卉景观开展自

然教育。建成春赏禾雀纷飞映山红、夏赏接天莲叶无穷碧、秋赏漫山霜叶似丹霞、冬赏连绵

苍翠平野尽的植物科普胜境。依托景点：

 枫林红叶观赏区

 禾雀飞舞鸣幽谷

 杜鹃映山品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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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颜月色莲花湖

 芳香植物认知园

（7）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该区以山地湖泊景观为特色，重点建设环湖慢行道等基础设施，提升环湖林相景观，可

开展各类对自然环境干扰较小的水上体验活动，为游客提供在秀水青山中参与运动和休闲活

动的良好场所。利用大坝三角洲设置服务点，建立运动休闲主题驿站，依托景点：

 滨水慢行道

 亲水拓展区

 下天池静之洲驿站

（8）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依托该区天池和天然次生林良好的景观环境，及科研所基地场地设施，建设以森林康养

为特色，综合环境教育与休闲观光功能的森林公园核心板块。其中，天池周边主要面向广大

游客，提升现在的花海景观，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国际森林浴场、古树园、水植园、翠竹园

等景点增设科普解说标识，开设森林科普体验馆和森林教育学校，建设林间空中栈道；结合

科研所现有资源，建设生态定位监测站和保健植物配送站，服务居住进行疗养的人群；将现

房车场空地区域建成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提供高端专业的康养配套服务。依托景点：

 国际森林浴场

 森林科普体验馆

 广州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

 保健植物配送站

 森林书吧

 天池花海

（9）森林保育板块

森林保育板块是整个森林公园的生态基底和主体，包含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大部分山

体，如象角山、金鸡山、大指背、横坑大顶、上盐脑顶、豹子头、骆驼峰等。生态保育区的

作用在于保持森林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维护森林公园的生态平衡，为森林公园的保护、游赏

提供良好的环境背景。明确三个不同片区中的重要、珍稀动植物群落，并以此为依据开展保

育和科普教育工作。

 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

 原始次生林保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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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

（二）营销策划

1．营销策略

（1）统筹营销

统筹营销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借势提高旅游形象、近期巩固周边市场和远期开拓高端市

场的核心营销战略。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是广州从化区的重要旅游节点：一、可借助森林公园

融合到广州北部郊野旅游线路的整合宣传与打造来提升旅游形象。二、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可

联合温泉镇、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南昆山国家森林公园等周边及同类型旅游目的地进行统

筹营销。三、根据需要增加部分专项旅游线路的联合，如森林公园旅游线路联合、森林康养、

度假旅游线路联合、科普与亲子教育旅游线路联合等以达到对专项旅游产品的有效宣传和销

售。

（2）分类市场营销

1）观光旅游市场

树立“广州最高峰”的品牌形象，通过“广州最高峰”响亮品牌的宣传，利用旅行社营销、

交通节点传媒营销、媒体及新媒体营销等大众营销手段以及节事营销手段，对大众观光游客

形成强烈的视觉和听觉的震撼，以吸引其前来石门旅游。

2）康养度假旅游市场

树立“珠三角地区极具魅力的清凉避暑胜地”和“北回归线上的国际森林康养基地”的品牌

形象。主要采取口碑营销方式，并借助多种营销工具，集中投放于康养度假需求市场。一方

面，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如能打造精致的旅游产品，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提升游客的旅

游满意度，在游客关系网中口口相传良好的旅游经历。另一方面，通过网络等新媒体途径，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工作者可以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的社会舆情和口碑进行积极的

干预，引导森林康养旅游市场发展。

3）专项旅游市场

针对不同专项旅游市场，如教育、运动、科普、考察等群体，树立“珠三角地区第一户外

课堂”、“广州户外运动高地”等专项品牌形象。借助网络及新媒体，针对年轻游客群体以及形

成社交小圈子的专项旅游群体，比如自行车友会、车友会、野外徒步会、亲子教育群体等，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可通过网络微信公众号平台、微博大 V转发等形式发布有针对性的旅游推

介信息。同时可在主要旅游网站及门户网站的旅游频道增加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推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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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积极进行不同主题的节事营销，定期举办如自行车骑行节、登山节等节事营销，制造有“热

点新闻效应”的事件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兴趣和注意，并吸引专项游客前来石门国家森林公

园游览。

2.营销手段

按照 4Ps结构及整合营销理论，保持 4Ps组合模型形式上的统一。针对石门国家森林公

园重新进行营销策略的组合阐释，其包括分销渠道、产品、价格和营销传播四大方面。通过

传统 4Ps及整合营销重新架构而对营销组合模型进行全新的扩展。

（1）渠道营销

1）以政府营销、网络营销和区域联合直销作为主要分销渠道

 政府营销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近期的旅游发展中，政府作为重要的营销渠道，政府营销主要是广

州市政府及从化区政府。政府统一强力制定旅游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以形成各行业以

及政府部门的合作宣传意识，重视通过开发旅游的高附加值来获得经济收益；力求政府、旅

游局、影视文化制作机构、开发商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运作系统，在景区建设、旅游投

资、旅游宣传等方面沟通协调，政府力求通过与各部门的合作，展现地方资源并配合文化影

响而进一步开发景区资源，使得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新一轮的启动开发、营销运作、成熟各

个阶段都取得成功，并且经久不衰。

 网络营销和区域联合直销

网络作为近年来新兴而且发展迅速的市场营销模式，在未来的旅游市场开拓中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网络营销是吸引中远程游客的经济、有效手段，其有界无疆的特点将吸引大批

远程、度假的游客产生出游动机，形成多种多样的旅游形式。区域联合营销在大范围内主要

以政府为主体，在中小尺度范围内主要以景区为主体。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要想有效实施区域

联合与一体化营销战略，必须借助于政府在广东城市和周边省市范围内进行的区域联合营销，

如参与广州市、惠州市等的联合营销、广州北部郊野旅游线路营销等。

2）对近程旅游市场主要采取直接分销和短渠道分销，中远程市场主要采取间接分销和长

渠道分销

近程旅游市场主要采取直接分销和段渠道分销，例如设立旅游咨询台，参加区域旅游交

易会，景区与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的旅行社达成旅游合作协议等。中远程市场主要采取

间接分销和长渠道分销，通过网络、中间商等进行层层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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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程市场采取全面渗透式营销策略，远程市场采取自然吸引方式

在近程旅游市场采取全面渗透式、宽渠道策略，通过覆盖面比较广、费用较低的报纸、

路牌、墙体、公交车身广告等营销方式进行较长时间的营销活动。在远程市场采取自然吸引

方式，不强调刻意的渠道发展。

（2）价格营销

1）观光旅游市场实行渗透价格策略，度假市场采取心理定价策略

针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大众观光市场具有旅游花费低的特点，适宜采取价格渗透策略，

即以较为优惠的价格吸引近程游客前来旅游，形成旅游发展人气，可通过办理景森林公园年

票、通票、旅游 VIP 会员卡的方式进行。在森林公园规划建设完成后，对大众游客仍需采取

价格渗透策略，保持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对度假、专项游客主要依靠资源、产品和服务来

增加吸引力，采取心理定价策略，即以高价、优质方式，吸引这部分游客。

2）度假、高端产品采取高价策略，一般产品采取对等定价策略

针对休闲度假、会议、商务和时尚运动等近距离内具有唯一性，品质较高，资源具有不

可代替性的产品，在定价上可适宜采取高价策略。针对一般的观光性产品适宜采取对等定价

策略，即在景区价格上，考虑区域内其它同类景区的情况进行定价。

3）根据景区相关活动、季节，针对不同市场制定灵活价格策略

根据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相关活动，制定灵活价格。例如举办红叶节、禾雀花节、登山节

等，森林公园票价可享受半价优惠或免票，拥有半价优惠的票面价格还可以享受餐饮、住宿

等产品不同程度的优惠。针对散客价格、社会团体和经销商团体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针对

自驾车游客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费停车、享受门票优惠等。针对家庭出游的游客，

如可为家庭游客提供儿童打折票、礼品等。根据森林公园情况进行不同优惠活动，以价格优

惠吸引游客全面认识了解森林公园，并积聚人气。

（3）产品营销

1）品位层次性——面向大众的观光产品，针对中高端市场的度假、会议

游客品位的高低和消费能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对旅游产品的反应表现不同。在营销时应根

据不同的市场推出不同的产品，寻找游客的兴奋点。中高端产品主要包括度假、会议、商务

和时尚运动等，主要针对有消费能力和需要的游客，中低端产品则面向大众市场。通过这种

针对性营销，可以增加宣传的有效性，提高游客的出游愿望。

2）类型多样性——形成完整产品类系

旅游市场需求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在对产品进行营销时应充分考虑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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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游客的多样性要求。在进行重点产品营销时应相应地推出其它观光、体验类产品，以形

成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类系，满足不同口味游客的需求。如在营销时重点推介会议、度假等

产品，并适时地推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给消费者形成多方位的产品

印象。

（4）促销营销

1）超常规促销（专项资金强势促销）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项目建设渐趋成熟之季，政府应出面对客源市场进行超常规的全面

宣传、集中轰炸式的营销，策划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宣传促销活动。例如专项资金连续在央视

《朝闻天下》、《午间气象预报》、《天气资讯》等栏目全年推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形象；投资

独家承办具有国家影响力的活动赛事等；运用专项资金多次参加国际旅游博览会，建立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高密度的营销网络，以期迅速确立森林公园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的品

牌魅力和广泛影响。

2）沟通促销

真正重视消费者，了解并满足其需求。开展客户互动，探索口碑宣传。从心理学角度探

究旅游消费者行为，与旅游消费者沟通，使之认为他们参与过、付出过劳动的东西更具有价

值，对产品将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促使他们去主动地传播。

针对网络促销，完善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网站与游客互动版块。针对国内游客选择新浪、

QQ等网络品牌开设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微博；针对国际游客可选择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国际知名品牌开设账户及旅游专栏。聘请具有国际化、促销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管理。针

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非网络传播，成立专门管理团队。开通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

专项热线，成立马上答复、马上解决专业团队，对旅游消费者的疑问、困难等给予最大努力

解决。

3）媒体促销

 交通节点或交通工具广告

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佛山等重要道路节点位置，树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宣

传口号和特色产品的路牌广告。在主要客源市场的公共电、汽车、出租车、公交车站、火车

站等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上通过喷印、投放宣传画册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以吸引游客。

在进入高速公路、国道两侧，以及游客集散地广州白云机场等设置长期固定广告牌。在来广

州的飞机、火车上投放宣传册，以吸引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客源。

 数字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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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台旅游频道、旅游卫视等重量级视频媒体或者重要媒体旅游栏目，以及主要客源

城市的电视台定期投放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宣传片和旅游广告。针对国内游客在央视一套、

二套的黄金时段投放广告。在中央电视台 CCTV-9纪录频道播放有关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高

质量纪录片，提高森林公园旅游形象。此外，邀请广州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生活类节目的记

者，根据节目需要或有意识地增加一些景区、景点信息，以有效地宣传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电视娱乐节目。

积极寻找与各地方电视台综艺娱乐节目的合作机会，通过户外、亲子、旅游、美食等综

艺娱乐节目推销定安旅游，如《奔跑吧》等知名节目。

 电影、电视节目软广植入。

积极寻求与各大电影、电视剧制片发合作，将定安旅游以软广告的形式植入剧中，加深

大众印象，形成舆论焦点。

 报刊、杂志广告

充分利用地方报刊宣传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这些平面媒体包括《广州日报》、《南方都市

报》、《羊城晚报》等地方报纸。此外，还应注意高品质的旅游类报刊、杂志的促销作用，这

些报刊、杂志包括《中国旅游报》、《中国国家地理》、《华夏地理》、《旅游天地》、《旅行家》、

《时尚旅游》等，可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联系媒体做专版报导。

 标识系统及宣传品

在满足国家规范的前提下，按照先进的国际理念设计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外视觉识别系

统（VI）。编制、印发有关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的宣传光盘、广告片、旅游地图、旅游手册、

明信片等。标识系统应做到中、英、日、韩文对照，准确、鲜明，有感染力。

4）网络宣传

 门户网站建设

建设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门户网站，开设度假、观光、专项旅游板块，并丰富相关内

容及增加趣味性。开设网上在线服务，及时解答游客问题。

 搜索引擎优化及问答营销优化。

联合新浪、搜狐、百度等知名门户网站和大型搜索引擎网站，选择适当时机发布网络广

告，保证网络搜索的首页度。选择性开展重点网络营销活动，在短时间内形成最大的市场知

名度。

利用百度、搜狗、Google等搜索引擎的作用，设置“石门旅游”、“广东旅游新景点”、“森

林康养旅游基地”、“不为人知的国内十大新景点”等不同的网络关键词；在百度知道、百度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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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基百科、百度地图、Google地图中丰富石门旅游的景点信息、地理信息、图片信息等

内容。

 与旅游网络平台合作

与对口旅游网络平台合作，和各类旅游相关的网络平台（如旅游 OTA电商、航空、旅游

装备、保险、天气预报等）合作，进行推广活动合作，网站用户在查看相关内容的同时，顺

便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景区网站。

 旅游软文撰写。

邀请新浪微博知名博主、微信知名公共平台主、豆瓣红人、instagram红人等网络名人，

段子写手，旅游达人前来石门游览参观，发布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撰写旅游软文，利用自

媒体的粉丝号召力推动定安的旅游知名度。

表5-12 网络营销推广规划表

类型 内容

专门旅游网站 携程、去哪儿、驴妈妈、途牛等

户外网站
户外资料网广东论坛、广东异途户外网、绿野户外网广东论坛、广东

户外网、驼铃网、广州久久户外旅行网等

旅游频道 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网站的旅游频道等

旅游论坛
旅行吧、户外资料网、步痕旅游论坛、出行旅游论坛、Koo旅游论坛、

天涯旅游论坛等

视频网站 爱奇艺、B站、A站、优酷、腾讯、乐视等

博客及微博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人人网、instagram等

5）活动促销

不同季节举办不同的节庆活动，借助节庆活动促销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每年形成多次旅

游发展高潮。每年举办红叶观赏节、禾雀花观赏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摄影节等，形成节庆

穿插森林公园的旅游文化氛围，并结合节庆活动做好节前、节中和节后的宣传促销活动。参

加广东周边组织的旅游促销活动，参加广东旅游区域举办的旅游交易会和招商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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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容量估算及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一、容量估算

对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且能保持生态系统具备良好的自恢复能力，是衡量自然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充分条件，也是确定目标区域环境阀值的基本要求，这需要在空间尺度和时间尺

度上把握森林公园的开发“度”。特定景区和景点旅游环境容量的科学预测，既能保证森林公

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持续健康经营，也能最大程度地提供旅游者舒适的身心体验和游憩趣

味，避免因游客量饱和导致对环境的过度使用，从而引发森林公园原有生态系统产生生不可

逆的变化，并带来游客出行的安全隐患。森林公园环境容量测算所得到的数值并不具有公园

发展的最大限制的意义，而仅是公园开发的一种参考，是一种宏观的指导而不是绝对量化的

极限，是动态的而不是恒久不变的。

森林公园环境容量是在公园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正常维持而不致退化的情况下所允许的最

大旅游活动量。根据森林公园的景点分布及游客游览方式的不同，分别以面积法和游道法来

测算各个园区的旅游环境容量。

（1）“面积法”计算公式

C=A/a×D

式中： C——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A——可游览面积，单位为㎡；

a——每位游人应占有的合理面积，单位为㎡；

D——周转率，D=景点开放时间/游完景点所需时间；

（2）“游道法”计算公式

森林公园的游道有完全游道和不完全游道之分，完全游道指环形游道及进口与出口不在

同一位置的非环形游道；不完全游道指进口与出口在同一位置的非环形游道。由于本公园中

不完全游道在总游道中占的比例很小，故按完全游道的计算公式计算。

完全游道：

C=M/m×D

不完全游道：

C= M ×D /（m +（m×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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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M—游道全长，单位为 m；

m—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道长度，单位为 m；

D—周转率，D=游道全天开放时间/游完全游道所需时间；

F—游完全游道所需时间，单位为小时；

E—沿游道返回所需时间，单位为小时。

（3）年环境容量

C2=C1×N

式中：C2为年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C1为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N为全年适宜旅游天数，单位为天，取 280天。

（4）日游客容量测算

G=t/T×C

式中：G为日游客容量，单位为人；

t为游完某景区所需时间；

T为游客每天游览的最合理时间；

C为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根据以上计算方法及有关计算标准，景点游人容量计算主要根据景点的具体条件，计算

各主要景区、小区面积。依据《森林公园总体设计规范》、《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 GB50298－

1999》中的景点人均面积指标：主要景点 50－100m2/人，一般景点 100－400m2/人，计算得

出景点游人数量。

表 6-1 石门景区游人容量计算一览表（面积法）

板块名称 可游览面积（ha） 计算指标（m2/人） 日游客容量（人次/日）

综合服务管理板块 7.1 100 710
桃源森林体验板块 17.8 100 1780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9 100 900
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5.5 100 550
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7.6 100 760
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18 100 1800
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6.0 100 600

合计 7100
注：（1）游客最佳容量指标参照世界旅游组织的“单位空间合理容量”确定；

（2）考虑到气候、偶发事故等因素，每年按 280天计算年游客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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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石门景区游人容量计算一览表（游道法）

项目描述 计算面积（m2） 计算指标（m2/人） 日游客容量（人）

景区游步道 38800×2 10 7760

景区自行车道 4870×2.5 20 609

注：（1）其中步行道路容量的人均面积按 10m2/人计算，自行车道路容量按 15 m2/人计算。

综上所述，年游客容量为 433.1万人次。

二、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一）客源市场分类

随着经济与时代的发展，大众的闲暇时间和旅游观念都在逐步转变。当代人在高速发展

的社会中面临着各种压力以及普遍的“亚健康”问题，相比以往的观光旅游，以休闲、度假、

康养、体验为目的的旅游逐渐占据了更多的比重，人们更加重视旅行过程中的精神享受和多

样化体验，旅游重心逐渐转变为“远离尘嚣、放松身心、感受自然、认知自然……”等。

从旅游市场需求类型上来看，主要包括：

 传统的大众观光旅游需求；

 度假、康养需求，体验型的休闲旅游需求；

 专项旅游需求，如科普、教育、运动、考察等。

表 6-3 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点

类型 主要人群
消费

水平
花费构成要素 备注

观光游客 大众 一般
景区门票、餐饮、

交通、住宿
目的地资源吸引力是关键

度假、康养

游客
中产阶级、高收入人群

较高/

高

住宿、娱乐、餐饮、

购物

对目的地产品质量，尤其是对于旅游环

境和服务的软质量非常重视

专项旅游
专项游客（科普、教育、

运动、考察）
较高

装备、餐饮、日用

品、住宿

以多种形式出现，多以团队和俱乐部形

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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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源市场分类

（1）一小时经济圈

从化高速公路网的建设，积极融入广州“半小时经济圈”。街北高速公路的兴建使从化街

口城区到广州新国际机场仅需 20分钟车程，到广州市区中心 30分钟，到广州火车站、广州

火车北站和清远源潭火车站分别仅需 40分钟。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现状主要入口距离街北高速公路温泉镇出入口不足 10km；高速公路网

络的构建使公园融入广州周边 1小时的“环城游憩带”，为森林公园吸引广州及周边城市居民

旅游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广州为中心，包括佛山和东莞在内的周边城市均能够在一小时内到达广州，黄埔区、

以及番禺区也均能够在一小时内到达，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时间，增加了游客的数量。

（2）两小时经济圈

以广州为中心，辐射范围包括肇庆、清远、惠州、深圳、江门、中山以及珠海市均能够

在两个小时内到达广州。

2.客源目标市场定位

根据从化地区和石门森林公园的旅游发展现状，结合旅游客源组成情况，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的客源市场应定位于“以广州市为依托，立足本省、辐射周边，争取港、澳、台市场和国

内市场，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1）一级客源市场

一级客源市场也称核心目标市场，是森林公园旅游市场开发和宣传的重点对象。这部分

客源地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出游潜力大，游客具备较高的消费能力。其主要特点是与旅游地

距离较近，多为近程旅游，旅游形式主要为周末游和节假日旅游。

主要客源地：主要是以两小时经济圈内的游客为主。包括广州市（包括从化）珠三角其

它地区，主要有广州市区、从化区、东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区。

（2）二级客源市场

二级客源市场也称基本目标市场，是公园的主要客源市场。游客的旅游形式主要为近、中

程旅游。但由于受到地域条件的影响，公园在这类市场中的知名度较小，需要对该市场加大

旅游宣传力度。

主要客源地：主要是以省内其它地区，主要有粤西、粤北以及粤东地区。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80

（3）三级客源市场

三级客源市场，也称机会目标市场。机会市场的游客出游主要受到交通、收入、闲暇时

间等因素的影响，目前的游客以参加商务洽谈、会议等公务时顺道旅游为主。随着从化区经

济的发展，对外交流不断增强，这类市场的发展潜力将逐渐增大。同时，港、澳、台地区居

民出游率高，石门森林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旅游景区，对这类市场的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主要客源地：国内其它地区和海外市场，包括港、澳、台地区。客源市场分级见表 6-4。

表 6-4 客源市场分级表

分级 主要客源城市

一级客源市场 广州市区、从化区、东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区

二级客源市场 粤西、粤北以及粤东地区

三级客源市场 国内其它地区和海外市场，包括港、澳、台地区

（二）客流量预测

1.客源市场预测模型

根据客源市场的现状和客源地的经济、地理位置、人口等情况，我们采用出游率模型对

规划期内（2017年—2030年）的游客规模进行预测，为总体规划提供数据。

采用以下游客规模预测模型为：

Pi＝KiP（I/I0）ab

式中： Pi——客源地到目的地的出游人数；

Ki——客源地总人数；

P——全国平均出游率；

I ——客源地人均年收入；

I0 ——全国人均年收入；

a ——出行距离系数；

b ——目的地竞争系数。

其中主要将第一、第二客源市场作为主要理想游客规模计算内容。

根据广东省 2016年统计年鉴，2016 年末，广东省常住总人口为 10999万人，珠三角常

住人口 5874.27万人，城镇人口占比 84.59%；东翼 1727.31万人，城镇人口占比 59.93%；西

翼 1583.35万人，城镇人口占比 42.01%；山区 1664.07万人，城镇人口占比 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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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出游率为 373.1％，农村居民出游率为 167.2％；根据旅游距离衰减

规律，旅游者的出游率中有 60％为近郊旅游，30％为周末游，10％为远距离旅游，出行距离

系数定位为 0.6、0.3、0.1；石门森林公园的一级客源市场主要属于周末游型旅游市场，故取

0.3，二级客源市场属于中远距离型旅游市场，a值取 0.1；同时，综合考虑目的地竞争系数是

指在客源区域，与目的地条件类似能产生竞争作用的旅游景区。石门森林公园的级客源市场

主要客源地范围内，与之功能相似、条件相当的景区有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南昆山国家森

林公园、西樵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13个景区，故对一级客源市场竞争系数取 0.07，二级客源市

场主要客源地范围竞争系数约为 0.03。

广东省 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34757.16 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13360.4

万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31194.8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11421.7元。

将上述各项数据带代入公式计算如下：

第一客源市场（珠江三角洲地区）：

城镇居民：4969万人×3.73×1.11×0.3×0.07＝432.04万人

农村居民：905万人×1.67×1.17×0.3×0.07＝37.13万人

第二客源市场（广东省其他地区）：

城镇居民：2485万人×3.73×1.11×0.1×0.03＝30.86万人

农村居民：2489万人×1.67×1.17×0.1×0.03＝14.57万人

以上各项之和为 514.6 万人。即石门森林公园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后，按照客源地人口数

据和出游情况得出的理想游客规模。考虑到森林公园与其它类型的旅游地之间的竞争等因素，

石门森林公园的实际游客规模应低于这个水平，按照其它旅游地竞争系数为 30%—40%计算，

则石门森林公园的游客规模将在 154.38万——205.84万之间，取其平均值为 180.11万。

2.游客规模预测方案

2016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8.9‰，假定未来理想游客规模也随常住人口年

均增长而同步增长，得到未来各年份的理想游客规模。根据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往年游客规模

年均增长率进行计算，随着公园三期景区景点设施的进一步建设完善，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

出游率的提高，游客人数将不断增长。预计在规划近期末（2020年），年游客人数将达到 87.71

万人次，到规划中期末（2023年），年游客人数将达到 105.40万人次，到规划远期末（2026

年），年游客人数将达到 127.92万人次，详见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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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游客规模预测表 单位（万人）

预测时段 年份 规模比例（%） 预测游客规模 理想游客规模

基准参考期 2016 27.7% 50 180.11
2017 33% 60 181.71

前期 2018 38% 69.67 183.33
2019 43% 79.53 184.96
2020 47% 87.71 186.61

中期 2021 50% 94.13 188.27
2022 53% 100.67 189.94
2023 55% 105.40 191.63

后期 2024 57% 110.20 193.34
2025 59% 115.09 195.06
2026 65% 127.92 1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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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植被与森林景观规划

一、规划原则

（一）生态性原则

森林公园的植被与森林景观规划首先应遵循生态性原则。通过林分改造、植被、森林景

观规划，有效改善公园内部分林分单一、林相不良、林龄不均衡等问题，同时增加生态多样

性，对火灾防止和病虫害预防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特色性原则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的特色性原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护独有森林景观，

在保护的同时传承独特的鲜明的森林景观特色；第二，利用丰富的植物资源，营造景区、景

点。在景区中，要保护与营造并举，形成特色突出的植被与森林景观。

（三）景观性原则

首先，利用好自然景观，主要体现在保护和利用现有保存完好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

其自然生态系统，发挥其植物资源丰富，天然林群落优势物种数量多，演替较完整稳定的优

势。其次，打造好人工景观，主要体现在景区的植物配置上以及主要景区中，利用植物造景，

形成自然生态的美景。

（四）功能性原则

植被的规划应满足一定的实际功能性。例如红枫湖景区的植物主要以观赏红叶为主，可

适当的增加秋色叶树种的种植，以此增加秋季的观赏性。此外，也应充分利用现有经济林，

在保证观赏性的同时还能增加经济效益。

二、植被规划

（一）植物群落特征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林分以阔叶林为优势，其次为经济果林和桉树林、马尾松、湿地松、

杉木林、针叶混交林以及小片毛竹林，树种主要有次生阔叶幼林中的木荷、红花荷、甜锥、

中华楠、米锥、红锥、网络山龙眼、黎蒴、中华锥、枫香、白楸、黄牛木及人工林中的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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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荔枝、杉木、桉树、三华李等。杉木和桉树人工林群落优势物种的水平和垂直结构较为

均匀；天然林群落优势物种数量多，演替较完整，且稳定。植被类型多样，林相复杂，植物

景观具浓郁乡土阔叶林景观特色。

（二）植被分区及重要景点植物规划

1.综合服务管理板块

综合服务管理板块的植被在保护原有植物群落和经济果林的基础上，通过人工补种方式

调整林分结构，补充经济果林林间植物景观，结合服务设施进行自然式绿化美化。

（1）入口服务管理区

入口服务管理区的植物规划以美化绿化为主，利用乡土植物营造开敞和半开敞空间，结

合建筑形式绿化种植一些观赏效果好的乡土树种。

（2）知青农场区

结合建筑形式，配合种植景观效果好的观赏树种。以现有的黄皮、龙眼、芭蕉等旧时种

植的林果作物作为骨干和主要树种，增加种植数量，提高分枝高度，形成开阔的林下视野，

在林下裸露地表种植草本地被层。在银针茶社围绕银针茶母株，扩大茶园规模。在主要客流

通道周边适当培植如映山红、野牡丹、多花野牡丹等观花树种。

（3）游客交通枢纽区

为重要的人流交通集散中心，包括交通枢纽、塘仔人家餐饮中心、塘仔民宿等景点。保

留及种植林冠大、树形优美的树种，丰富观花小乔木和灌木绿化美化，如华丽杜鹃、野牡丹、

吊钟花、桃金娘等。其中塘仔民宿保留其现有植物种类，形成典型岭南庭院植物景观。

（4）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保留原有的荔枝、龙眼、火龙果林，利用林下空间营造果林游赏休闲空间。同时依托道

路两侧林下绿化，形成观赏“花田网络”。适当扩大现有蔬菜种植面积，形成食用景观田。

（5）清凉树屋村服务区

清凉树屋村保留根系发达、枝干茁壮或冠大荫浓的乔木树种，同时栽植通过一定技术工

序，由多种小树组合形成大直径树/树屋/树墙的植物，可选树种如紫薇、樱花、桉树、木兰、

香樟等多种树种。自然式种植灌木及草本花卉，形成季相景观。

（6）下天池服务区

在亲水驿站周边培植一定范围的挺水植物或浮叶植物景观，如美人蕉、慈姑、花菖蒲、

唐菖蒲、水龙、芦苇、香蒲等，形成优美，“一站一品”不同优势景观的水生植物群落。

（7）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85

保持原有森林植物资源。根据活动特点调整林分结构和林窗密度，降低坐观、平躺、冥

想等场地设施的周边森林的郁闭度，形成小规模的开阔空间。在散步道沿线进行林木整理，

去除杂木杂草和有毒有害植物，增加观赏型小乔木、灌木及草本花卉，如大花紫薇、橙黄玉

凤花、桃金娘、珊瑚树、铁冬青等，并在建筑周边可增植草珊瑚、栀子、米仔兰、黄杨等耐

修剪植物，起到功能分区、隔离和引导视线等作用。

2.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

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以天然森林植物群落为背景，规划改造区内植物景观，以花灌木、

小乔木为主，最终呈现落英缤纷，繁花簇拥的植物景象。

（1）森林疗养服务站

配合桃花源主景区，自然式种植，选择芳香植物，如茉莉、柠檬等植物。可适当种植薜

荔、小叶红叶藤等攀援藤本植物，美化疗养服务站建筑立面，使其融于自然。

（2）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结合现有桃花（2-3月）种植区，对指背山西侧山脚下原始阔叶林坡脚林相进行适当改造，

补植黄花风铃木（3-4月）、木芙蓉（8-10月）、巴西野牡丹（8-12月）、四季桂等小型木本观

花植物，农舍周边种植成片的波斯菊、蜀葵、向日葵等草花、时花，或点缀决明、山茶、三

角梅等花灌木，溪水边种植红花石蒜、水仙、唐菖蒲等宿根花卉，打造既有成片壮观花景，

又有精致植物小品的四季花田。岸边种植桃花林，营造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意境。

（3）红枫湖森林浴场

以保留现有植物群落为主，适当增植色叶树种。培育以枫香为优势树种的红叶景观林，

重点保留、补种山乌桕、乌桕、岭南槭、野漆等秋色叶树种。乌桕叶片小而密集，越冷越旱

色越红；相反，枫香遇旱就带有褐黄色，与乌桕叶色相互渲染，形成颜色层次丰富的红叶景

观。种植时必须注意保护好林下层植物， 营造其自然景观和自然群落生境，尤其在红枫湖森

林步道游赏视野内，可增加地被类色叶植物的种植，如地稔、粗毛鸭嘴草、白茅、锈毛莓等

以及蕨类植物，此类植物铺展力强、适应力强、能涵养水分、固定土壤。

阴坡生态系统稳定，利于景观内容多样化且丰富化，在保护好原有春色叶植物如华润楠、

浙江润楠的前提下，增加春季观花树种如红花荷、深山含笑、白花泡桐、山苍子，丰富季相

景观。

3.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国际森林康养板块在保护现有原始次生林，调整过熟的杉木林等林分结构，引入具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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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保健作用的乡土树种，形成生态系统稳定的具有良好森林康养效果的植物群落。

（1）国际森林浴场

保持其原始次生林的完整性，结合服务设施点和活动开展的情况，沿线进行部分的林木

整理，游人活动区域内林木枝下高在 1.8m-2m以上，林分郁闭度保持在 0.7-0.8较为理想，清

除有害有毒植物。选择常绿针叶树如以及具有杀菌作用的阔叶树，培育常绿针阔混交林。在

林缘、林中空地补植具有杀菌作用的植物，如柠檬、石竹属植物、山苍子、金桔等植物。

森林科普体验馆周围绿化结合科普馆建筑形式，清除周围倒木杂木和林下杂木，形成一

定的林下活动空间。周边种植具有观赏效果的灌木如山茶、野牡丹、多花野牡丹等，种植如

淡竹叶、玉叶金花等地被和攀援植物，形成良好的绿化效果。森林书吧周边保持植物群落原

真性，清除部分杂木和影响通风透气的灌木。

（2）广州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及保健植物配送站

提升入口植物景观，选择性种植大花紫薇、羊蹄甲、秋枫、假苹婆、鱼尾葵、苦楝等园

景植物，形成视线焦点，起标志性作用。建筑边缘种植如黄杨、米仔兰等绿篱植物或宿根花

卉类，弱化建筑棱角。

（3）天池花海

天池花海目前主要花卉品种包括一串红、硫化菊、千日红、百日草等。对花海进行分片

区植物规划，中间主体片区以一年生草花景观为主，如可增加三色堇、鸡冠花、一串红、孔

雀草、大等花卉品种；东侧片区花海重新规划步道，进行微地形处理和宿根花境种植设计，

选用如鸢尾类、金鸡菊类、荷包牡丹类、等宿根花卉；小岛东岸及部分滨水岸线（亭廊附近）

增加滨水植物景观或观赏草，引种如水生鸢尾类等品种丰富水景；花海中亭廊等建筑小品周

边孤植或丛植树形优美的遮阴类大乔木，如香樟、白玉兰、鹅掌楸、枫香等树种。

花海景区注重花期控制，适当选用不同草本花卉，打造变化的花田景观。花海景区选用

彩色木屑、树皮、松针、草屑等有机覆盖物，全面覆盖裸露地表，最大程度减少露土面积，

有利于保持土壤水分、吸附扬尘、增加土壤肥力、抑制杂草、促进植栽生长，提高花海景观

质量。

（4）古树园

突出古树重点，在古树周边以优化地被层为主，可种植大量草本地被植物和低矮灌木。

（5）翠竹园

保护现有竹类，清除林下混乱杂木，劈除游步道、竹径路两侧所有杂灌。可适当套作竹

荪等菌类植物，竹林下栽植地被植物如淡竹叶等。结合服务设施点和活动开展的情况，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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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林，营造一定活动空间。

（6）水植园

规划营造各类水生植物群落和水生、湿生植物景观。

4.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以展现森林公园天然植物景观为主，对旅游服务设施沿线及周边进行

小尺度的植物整理、改造。

（1）石壁龙桥

石壁谷景观带完全保留原有植被。

（2）石门幽谷

石门幽谷景点完全保留原有自然植被，保护古榕景观，对景点周边林相进行低强度改造，

增加林缘观赏灌木及草本种植，如野百合、野牡丹等。

（3）石门三绝：石门香、石门峭、石门美

石门香景点主要以青梅等花卉为主；石门峭景点属于自然景观，规划时完全保留原有植

物；石门美景点结合芙蓉栈道，自然山石景观，沿溪种植如灯心草、芦苇、菖蒲类、水生美

人蕉等湿生、水生植物，形成自然、野趣的溪流景观。

5.广州之巅风光板块

广州之巅风光板块以展现森林公园天然植物景观为主，对旅游服务设施沿线及周边进行

小尺度的植物整理、改造。

（1）广州之巅

薄叶润楠+网脉山龙眼——厚皮香群落位于公园最高峰天堂顶周边，乔木层树种主要有薄

叶润楠、网脉山龙眼，其中网脉山龙眼株树最多，保留原有自然植被为主，整理下层乔木及

灌木，形成一定规模的开阔空间，重点保育其原有下木层中的尾叶山茶、五节芒等植物，形

成五节芒海植物景观。保留草本层中的地稔等植物，并在山顶裸露地增植野牡丹属其他植物

和杜鹃花科植物，如吊钟花、羊角杜鹃、华丽杜鹃、岭南杜鹃、南昆山杜鹃、映山红、满山

红、太平杜鹃等，开辟形成高山花卉区，用于科普教育，丰富山顶景观。

（2）天王石径

马尾松+华润楠——鼠刺群落散布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山脊或山腰上部，呈不连续的块

状分布，沿线整理现有植被，套种木荷、红荷等，形成阔叶林为主，乔灌结合的防火林带。

6.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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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植物景观以丰富的季相变化和花卉景观为突出特点。

（1）枫林红叶观赏区

把部分过熟杉木林改造为以枫香、杜英、山乌桕为优势树种的红叶景观林，种植岭南槭、

乌桕、华杜英、山杜英、日本杜英等本地秋色叶树种，整理部分阔叶树，形成冠幅大、颜色

层次丰富的红叶林，具有较高的季相变化特质。

（2）禾雀飞舞鸣幽谷

种植部分幼龄禾雀花，补充未来景观。整理林间层次，形成相对开阔的视野空间，并展

现“缠绕”、“绞杀”等植物现象景观。

（3）杜鹃映山品种园

展示种植杜鹃花科植物，主要包括吊钟花、齿叶吊钟花、石壁杜鹃、羊角杜鹃、太平杜

鹃、华丽杜鹃、岭南杜鹃、满山红、南昆山杜鹃、映山红等本土杜鹃品种，引进种植其他品

种，如春鹃、夏鹃、东鹃、西鹃、高山杜鹃等，进一步丰富园内杜鹃景观。

（4）荷颜月色莲花湖

整理湖面植物，在莲花湖内种植成片睡莲，同时完善莲花湖湿生、水生植物系统。

（5）芳香植物认知园

培育种植园内重点保护植物土沉香，其花色秀丽且香味怡人，种植阴香、黄樟等芳香乔

木。此外芳香园内主要种植对人体无害且具有不同质感小乔木、灌木及草本类芳香植物如山

苍子、檀香、珊瑚礁、栀子、蔓荆、毛麝香、五月艾、石菖蒲、野菊、草珊瑚等，可结合不

同地形及植被高度，修筑种植池高台，便于游客近距离体验芳香植物之美。

7.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

下天池板块主要以改造下天池环湖山体森林景观以及打造下天池沿湖湿地植物景观为

主。重点清理亲水拓展区内及周边的水域植物，形成开阔、干净的水面。沿湖滨水慢行道绿

化种植做到一定距离内移步换景，部分路段沿线种植羊蹄甲、美人树等行道树，部分路段以

独植或丛植观赏乔木为兴趣点，打破单调，选择树形优美、枝干挺拔、生长快速的常绿树如

红锥、香樟等或种植枝叶奇特的植物如鱼尾葵、露兜树、蒲葵、龙血树等。

8.森林保育板块

保护重点保护区内现存的 10个天然林群落，保护水源及其周边的水源林，保护区域内的

动植物资源、地质地貌和景物景观。在道路沿线开挖带状绿地，种植防火树种木荷、覆盖公

路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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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景观规划

（一）森林植物景观绿化规划

1、规划原则

1）遵循自然演替规律，保护原有生态环境。

2）采用多样化乡土树种，体现本土阔叶林景观特色。

3）复层化植物群落结构，合理化植物树种搭配。

4）重视节点、林缘、林冠打造，实现点、线、面相结合。

2、规划内容

1）加强对现有林地资源的保护，规划保护好现有的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毛竹林；对荔

枝经济林进行逐步改造；加强管理现有的三华李林、柑桔林、青梅林和桃花林。重视对古树

名木和珍稀生态资源的保护。

2）对现有的桉树、杉木、针叶混交林和位于海拔较高的经济林逐步改造为针阔混交林，

通过隔行套种方式，补植红锥、木荷、红花荷、枫香、白楸，形成针阔叶混交林；现有杉木

林 143.3h㎡，林分蓄积较大，可根据景区景点的建设，考虑保留部分作为景观林，其它逐渐

改造为阔叶林，增强公园植被的自然性、稳定性和观赏性。

3）注意植物层间混配与结合，禾雀花重要观赏节点，可适当疏林整理层间植物，营造禾

雀花良好生长空间和观赏空间，形成乔灌藤草花并重，层相繁华的植物景观。

4）因地选景，因势造景，因景成景。在园内森林重要游览节点适当进行焦点化植物配置，

但仍以自然风貌为主。林缘及林内有重要游览路径沿线注意植物梳理，增加植物观赏透视感。

合理配置植物，形成蔚为壮观的林冠景观。

5）林分密度合理调控。加速现有杉木林的自然演替，间伐部分过熟林木，补植幼树，形

成林龄层次丰富等林分，缓解林分蓄积减少的问题，并可以有意培植未来优势景观。

（二）水源涵养林规划

1、规划原则

1）适地适树，选择水源涵养功能树种

2）因时因地因害配置涵养林

3）合理制度化经营管理涵养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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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内容

1）在适地适树原则指导下，选择根量多、根域广、林冠层郁闭度高、林内枯枝落叶丰富

等特点的造林树种。考虑选择合适的伴生树种和灌木，以形成混交复层林结构。同时选择一

定比例深根性树种，加强土壤固持能力。

2）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降雨量大,要在造林整地时采用竹节沟整地造林，并在山洪危害大

的整个水源地区全面营造水源林。

3）水源涵养林在幼林阶段注意封禁，保护好林内死地被物层，以促进养分循环和改善表

层土壤结构，利于微生物、土壤动物的繁殖，尽快发挥森林的水源涵养作用。当水源林达到

成熟年龄后，严禁大面积皆伐，一般应进行弱度择伐。重要水源区要禁止任何方式的采伐。

（三）景点线路周边绿化规划

1、规划原则

1）整体合理搭配、相互协调

2）突出局部特色和多样性

3）合理安排苗木、草花、花卉来源

2、规划内容

1）对于线路沿线森林的植被规划应以不破坏其植被资源为前提，适当增加秋色叶树种的

比重，丰富林相变化，强化季相交替。对于重要景点的植被规划，要避免单一结构，强调针

阔叶结合、乔灌草结合的多样化、丰富的植物景观。

2）以保持石门自然原生植物景观的前提下，在公园境内的旅游车行道、湖溪两岸适当运

用乔木、乔灌木、乔灌草等多种组合方式实行带状种植，可成行规则栽植，也可不等距栽植，

并形成一路一品的特色道路植物景观。

3）以保持石门自然原生植物景观的前提下，在人为活动频繁的地点注意遮阴树配置，并

通过不同形态、相同形态不同高度的乔木、灌木等乡土树种采取群植、丛植的方式，形成不

同构景。

（四）特殊用途树种规划

1、规划原则

1）保持原生植物景观，适当进行林相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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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地适树，多采用乡土树种

2、规划内容

（1）防火树种

规划在公园边界营造防火林带，长 32.6 km，林带宽 15m，树种可选木荷、红荷、杨梅、

油茶等，造林密度 2×2m，即 3750株/km，采用“品字形”布置植穴，植穴规格 50×50×40cm。

主要景区（点）的防火要求：结合四旁绿化、美化，选择木荷等耐火树种。

公路、游道防火要求：对于两边林分较好的阔叶林地段，适当清除枯枝落叶，保持路面

清洁即可。对于公路两旁的松树林、杉木林或灌丛草坡，套种木荷、红荷、杨梅等，形成阔

叶林为主，乔灌结合的防火林带，要求两边各 10m以上。

（2）秋色叶树种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叶树种繁多，且木本果实繁多，壳斗科、茶科果实成熟，杜英、

山乌桕、枫香叶子变红，点缀其间，林相色彩变化多样。至秋末初冬时节，枫香、山乌桕等

树种叶子红色，形成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观，其中以“插旗顶红叶”、“白芒秋色”最具特

色。在重要游览路径沿线规划种植秋色叶树种，形成广州地区的特色红叶大道。

（3）春花树种

3-5月，在石门桃花源风景区规划以春季桃花为主的春花景色，并规划搭配其他如梨花、

黄花风铃木等春季开花树种；2-3月，在石灶天池风景区规划以玉兰为主的春花景色；3-4月，

在石灶莲花湖风景区规划以杜鹃、禾雀花为主的春花景色；花期 12月下旬到第二年 4月可欣

赏“红荷争艳”；在全园以野生茎野牡丹、野生禾雀花零星分布，搭配春芽吐蕊，新绿遍野。

（4）药用植物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有产的药用品种有巴戟天、土沉香、葛根、鸡骨草、救必应、毛冬

青、夜交藤，还有众多广东习用药材。在公园内药材品种进行研究，寻找合适的地点进行大

规模种植，建立 GAP种植基地。对于如金樱子、美丽崖豆藤等可进行药酒资源开发，对如野

菊、黄牛木、粤蛇葡萄等可开发成饮料新产品，开发如岗梅根等广东凉茶原材料及五指毛桃

药膳植物。

（5）彩田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现已在石灶上水库的滩地上种植了表达各种美好祝福的七种花卉：一

串红、硫化菊、千日红、百日草、鼠尾草、一串蓝，通过人工控制花期在五一、十一等旅游

黄金周形成大面积盛开的场景。在维护好现有“七彩天池”的基础上，可引入波斯菊等易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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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维护的草花。

四、风景林经营管理规划

风景林是指公园或风景区中由乔、灌木及草木植物配置而成，具备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树

丛、树群组合的树林类型。风景林是由一定的群落所组成，群落面积较大，与大自然紧密相

连，极易发生群落的演替。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渴望日益增强，风景林

的规划就需要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以满足审美需求以及发挥森林卫生保健功能。石门森林国

家公园的主要林分是自然森林群落和人工林，属于风景林中的生态风景林，要满足人们健身、

疗养、休憩、观赏等多种需求。

（一）林分树种选择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景观主要分为四种。

1）林地景观：山地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

阔叶山顶矮林、亚热带针叶林、亚热带针阔混交林、竹林等 7个基本景观类型。如 07年引种

培育的山苍子景观已经初显景观效果。

2）古树名木：有景观价值的古树古木共 9株，分别是石门电站附近的 1株百年三角枫、

石门附近的 2株雅榕（“古榕磐石”、“百年好合”景点）；古树园附近的 1株米椎；三仙会水库

边的 3株百年马尾松；古炮楼附近的 1株小叶榕和 1株银桦。

3）珍稀生物：孑遗植物、特有种植物、濒危植物、观赏植物类型。观赏植物目前以广

东最大一片天然分布的红花荷林景观、大面积的野生珍稀植物禾雀花景观，以及柏乐书、观

光木、桫椤、红豆、含笑、毛桃木莲等一批珍稀植物，例与华南植物园合作种植国家 I级保

护野生植物伯乐树，未来形成伯乐树群落景观。

4）物候季相：春吐芽抽叶，群芳竞放；夏蝉噪鸟鸣，林静山幽；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

冬红花吐艳，白梅如雪。

5）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依托现有的植被类型，选择观赏价值高的树种进行配植，对林相、

林分及森林景观做提升和调整。

此外，选取从化地区生长状况良好观赏价值高的植被栽植于片区内，保证正常生长且可

以共生的前提下，补充观花、观叶、观果、观干植物及常绿和秋色叶树种，增加林分树种，

从垂直、水平、季相等配置结构做到花期、色叶不同期，使森林公园春花、夏绿、秋彩种类

更加丰富，植物景观层次更加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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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落结构

从树种组成、年龄结构、直径结构、树高结构、密度、蓄积量等角度，同时考虑树种间

联结特性、林下植物分布特征、林下植物生态位等进行树种选择与栽植。做到乔、灌、草、

藤合理搭配。

（三）风景林抚育

风景林抚育直接影响到森林景观，同时对林分的生长、生态健康水平以及生物多样性产

生深远的影响。主要抚育方法有林分抚育法和斑块抚育法。主要的抚育措施有：单株择伐、

丛状择伐、定位补植、抚育间伐、修枝补植等。

（四）风景林管理

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对风景林进行有效管理。利用 3S（RS、GPS、GIS）以及物联

网、无线互联新技术新手段，建立石门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地理信息系统。从生

态稳定性、景观质量、环境质量三个方面检验风景林抚育措施的成效。使之朝着景观质量提

升、生态稳定性增加的方向前进。

五、生态公益林管理规划

生态公益林是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存物种资源、科学实验、森

林旅游、国土保安等需要为主要经营目的的森林、林木、林地。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公

益林（地）总面积达 2192.9ha，占林业用地的 86.2%。其中中部及中部以东的绝大部分为省

级公益林,占生态公益林（地）面积的 63.1%；中部以西为市级公益林，占生态公益林（地）

面积的 36.9%。极高的生态公益林比例决定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继续建设生态公益林的必要

性。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生态公益林管理主要内容包括营造林管理、管护、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管理。可采取多种生态公益林建设模式，以森林培育产业和生态效益产出为基础，以林

地种植产业和经济效益产出为助力，以森林旅游产业为延伸。

其中，营造林管理包括公益林的抚育更新、低效公益林改造。因地制宜，乔灌草相结合，

多林种、多树种、多层次相结合、营造混交森，增加生物多样性。以优良乡土树种为主，充

分利用外来树种，适地适树种源，大力提倡发展乡土阔叶树种，特别是珍贵树种。采用科学

营林配套技术：推广科技造林、掌握树种选择与配比技巧、选择适宜造林密度、选择科学混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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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方式、适时适量施放基肥等。禁止使用带检疫对象的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

管护包括林木看护、林地监管、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公益

林管护与园内其他资源与环境保护措施相结合，同时增加管护人员投入，控制一定的个人管

护面积，促使管护工作到位，及时发现林内自然灾害和制止人为破坏事件。

生态公益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益林保护设施、林地水利设施、固土护坡设施、营林基

础设施等，结合森林公园其他基础设施进行营建。

除了例行的一类、二类、三类调查外，生态公益林监测管理需专门针对公益林的生态定

位监测、防火监测、病虫害监测以及护林员巡查监测等。逐渐利用森林公园智慧监管系统结

合护林员巡查监测，定期进行监测，收集数据，形成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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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资源与环境保护规划

一、规划原则

（一）统筹区划

统筹区划不仅要做好区域发展，还要统筹园区内与园区周边社区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

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石门森林公园的统筹区划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森林公园内的森林

景观、地文景观、水文景观、人文景观等景观资源进行规划梳理、分类归纳、然后对其进行

科学保护；二是对森林公园内的重点保护资源进行统筹分区、划区保护，统筹管理。这需要

详细了解森林公园内的重点保护资源的分布区域以及生存情况。

石门森林公园中的植物资源如野生维管植物、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以及观赏植物资源

和众多古树名木的分布情况和生长状况，还有石门公园中的动物资源如白颈长尾雉、蟒蛇、

水獭、穿山甲、白鹇、小灵猫等。按其生境要求划定保护区域和缓冲区域，严禁或限制旅游

活动的进入和对环境的破坏。

（二）生态优化

“坚持生态优先 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广州市一直追求的目标。广州市经济快速发展已达到

一定规模，接下来要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走绿色发展之路。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并非是在划

定区域内将资源封存起来，而是应该根据需求对其进行不断的优化，挖掘其巨大的潜力，在

保护的同时进行利用创新，从而将整体资源环境营建的更加完善，最终达到生态系统动态平

衡。

石门森林公园植物资源丰富，树木生长茂盛，古树名木众多，但是可利用并且可观赏的

树木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开发，林地发展后劲不足，需要通过适当的生态间伐、以及资源优

化使其观赏植物资源得到很好的利用。同时，林场现在的杉木林为过熟林，枯倒木多，逐渐

演替为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造成林分蓄积减少。因此优化生态结构，实现生态系统正

常、健康的运转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三）点面结合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观资源分布呈现点面结合的趋势。石门森林公园的游览区域是以

8板块区域呈现，各区域特点不同，植物生长也以面状分布为主。点状部分则是以各主要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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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呈现。点面结合，例如国际森林康养板块中的天池花海，充分诠释了“面中含点，点在面中”

两者紧密的关系。森林公园的资源环境保护应该根据资源的不同分布特点以及景点分区方式，

采取划定保护区域、定点单体保护、景点与区域之间的联系等不同的措施进行点面结合、因

地制宜的规划原则。

（四）科学监测

建立科学的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并播报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环境状态，并依此

及时调整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和游憩人数，用科学的方法对石门森林公园做出最优的调整，为

游人带来最新最权威的生态环境数据。

二、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

（一）森林景观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植被在中国植被区划中属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但由于石门

国家森林公园的温度较周边偏低，特别是到了冬季更是会出现低温现象，于是就出现了许多

落叶阔叶林或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石灶上水库南侧的阔叶林地带，更具有极高的观赏和

生态价值。丰富的植物资源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重要依托之一。石门森林公园的保

护措施主要有：

1）结合《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保持森林植被的自然状态。

2）优先采用乡土植物种，充分利用森林植物群落的结构，形态与色彩，形成多样与富有

变化的季相景观。

3）做好森林公园以及各景区森林的防火工作，主要包括：增加建设防火瞭望塔和森林消

防道，购进防火器材，增加防火设施以及宣传森林防火知识等。

4）做好森林公园尤其是落叶阔叶林和常绿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主要包

括：建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病虫害监测系统，以生物防治为主，加强森林动植物检疫，杜绝

外来病虫害的传入等。

5）结合《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对古树名木、数量不多或者

逐渐减少的珍稀植物，应根据各自特点，确定适宜的保护、复壮措施。

6）严禁私伐森林公园的树木，树木的砍伐按照林场抚育林的经营计划和景观改造需要进

行。

7）对森林公园内具有非常高的保护价值植物个体进行建档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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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文景观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地质构造位于华南褶皱系的粤中凹陷构造单元内，是九连山脉派生

出来的南昆山和青云山脉的结合部，主要有中山、低山和丘陵三种地貌类型。对其保护主要

采取以下措施：

1）严禁在游客在视力所及范围内或者景观条件好的地方开山取石，破坏山体景观的形态

和意境。

2）新建景点的建设和服务接待设施场所如缆车建设要统一规划和设计，做到不破坏原有

地貌景观。

3）对于像石门、石灶景区地貌景观好的重点景区及周围植被实施保育措施，防止因水土

流失引起的崩塌。

4）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规划的道路网不能过密，不

要破坏其原有山体走势。

5）对现有裸露土壤应进行绿化、美化规划。

（三）水文景观

公园的水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的溪谷，形成了丰富的瀑布、叠水、溪潭景观。其中有红

枫湖水库等 6座水库。山溪 40余条。水库总容量 668万 m3，公园唯一的河流——流入红枫

湖水库的小河流源于东部的天堂顶，主要由南部的石灶水经跌死狗峡谷与北部的石门水向西

汇合流入河中，最后注入红枫湖水库。公园内溪水清澈，有些地段落差较大，形成多级瀑布，

蔚为壮观。保护措施主要有：

1）保证红枫湖水库、大天池、小天池、小仙池、莲花湖等 6座水库的水质清洁，严禁乱

扔杂物，及时清理水中的垃圾。

2）结合自然水景，新建水文景观时宜造型自然，体量不宜过大，要与周围氛围相融合。

3）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不得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

必须经处理合格后排放，严禁向水体丢弃，倾倒固体废弃物。

4）规划适当开展水上娱乐项目，水上娱乐项目必须符合有关水环境保护规定。

5）对水源涵养林附近实行封山育林，涵养水土政策，疏通河道、溪流，保护现有水体周

边植被，对已经破坏地段采取复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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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文景观

石门森林公园拥有大岭山的悠久历史文化、茶文化、并且具有广州第一高峰——天堂顶

等多种文化结合，由此形成较高的人文景观价值。保护措施有：

1）对现有的景区尤其是以人文景观为主的要坚持保护和适度修缮，使其在保持原有风

貌的基础上进行人文创新。

2）新造人文景观应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并且要凸显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

3）保护好当地的村落及其乡野的环境氛围。除保护特色民居外，还要采取一定措施保

护地方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三、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保护

（一）森林植物保护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森林景观方面，石门森林公园的前身大岭山林

场自建场以来，始终贯彻“以林为主，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方

针，在原有千顷原始阔叶林的基础上，通过人工造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人工促进天然

更新等措施，使林场森林覆盖率从建场初期的 27%增加到 2005年 98%。

据参考有关资料和样方调查，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有野生维管植物约 183科 698属 1403种；

其中蕨类植物 29科 48属 93种，裸子植物 6科 6属 10种；被子植物 148科 644属 1300种（双

子叶植物 130科 512属 1069种，单子叶植物 18科 132属 231种）。公园内现有有国家重点 II

级保护植物 15种，省级保护或本区稀有的种类 12种。共有珍稀濒危植物 27余种，其中蕨类

植物 4种，裸子植物 3种，被子植物 20种。此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有外来入侵植物 31

种，主要以来自热带美洲地区的草本植物为主，主要生活与人类干扰比较严重的地区，而自

然生态环境较好的森林植被内危害较轻。

丰富的植物资源都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宝贵的财富。主要措施有：

1）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根据植物区系调查与评价结

果，确定需要重点保护的植物资源种类，分布，范围等。

2）对确定的资源保护对象，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

3）规划引入外来植物时必须经过严格筛选，科学论证。

4）规划的各类工程设施项目，不得破坏自然植被和植物种的生长、繁衍环境。

5）森林公园严禁私伐林木。一切须遵循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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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禁毁林开荒、砍伐樵柴、乱砍乱伐。森林公园内现还有生态保护林，要妥善处理好

生态保护林的保护和森林开发之间的矛盾。

7）做好森林防火、防灾工作。根据地区特点和保护性质，设置相应的安全防火设施。

8）慎重规划引入外来物种，做好病虫害等其它灾害的防治工作。

9）对林相单一的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有目的地进行改造，增强景观效果和保健功能等。

10）对森林公园植物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建立森林植物资源保护的长期动态监测

机制和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植物数据库。

11）通过标示牌、宣传单等形式将森林风景资源保护的注意事项告知游客。

（二）野生动物保护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主要的陆栖脊椎动物有 24目 61科 158种，

其中两栖纲 2目 6科 18种，爬行纲 2目 10科 33种，鸟纲 13目 29科 69种，哺乳纲 7目 16

科 38种。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 8科 11种，主要包括哺乳类、鸟类和爬行类。其中，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有蟒蛇等；二级保护动物有水獭、大灵猫、白鹇、褐翅鸦鹃和小鸦鹃等。

对于以上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全面保护公园内野生动物，在森林公园内严禁猎捕和进行其它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

的活动。规划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项目，不得危害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2）园内引入野生动物必须经过严格论证，以不影响本区域内野生动物的生存为原则。

3）对野生动物尤其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地区和水域实行专门保护，

设立警示牌。

4）在野外调查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营造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栖息环境，在食物短缺的

季节，对种群数量少及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5）必要时，应规划建设针对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栖息地状况的监测设施，实时监测旅游

开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维持动物数量的动态平衡。

6）禁止擅自在森林公园内采集动物标本，如确有需要须报主管部门批准。

7）结合服务站点和监测设施，在重点区域设立野生动物救助站，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及

人员，对护林员进行必要的基础野生动物救护技能培训。若发现伤、病弱、饥饿、受困、迷

途的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由其采取救护

措施，或就近送具备救护条件的单位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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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公园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等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和救助技能培训，确定适当时间为保

护野生动物宣传月、爱鸟周等，提高游客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减少人为活动对野生动物的

干扰。

9）对森林公园野生动物状况定期进行全面的调查，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长期动态监测机

制和野生动物数据库。

四、环境保护

（一）大气环境保护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以私家车出游较多，并且园内设置庄园、饭庄等服务设施，因此大气

污染源主要是汽车尾气、扬尘以及生活烟尘。保护措施主要有：

1）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防止废气、粉尘、恶臭气体

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危害，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

标准。

2)加强道路建设，减少路面扬尘；在公园内多地设置生态停车场，设立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点。

3)合理控制森林公园内的机动车，进行数量上的限制，并逐步发展电瓶车，减少机动车

污染。

4)加强公园绿地建设，减少森林公园内裸露地面，降低因扬尘引起的大气污染。

5)对森林公园内饭庄产生的油烟进行严格的管控。

（二）水污染防治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水源充沛，拥有大大小小的水库以及自然湖泊，水质污染源主要是旅

游服务设施的污水排放。

1）禁止将污水废水直接排入水体；加强森林公园内河流污水净化系统的规划建设，经处

理的污水可用于绿地、冲厕、消防等方面。

2）对森林公园内的水体进行长期间断性的检测，主要包括上天池，下天池、红枫湖水库，

以及流经公园内的主要河流进行水质检测。

3）涉及有害生物防治工程应考虑防止农药污染，有效控制树木杀虫农药的排放。大力推

广使用高效、低毒。洁净的安全杀虫工具，加强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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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体废物处理

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垃圾，随着公园的发展，

未来生活垃圾也会在固体废弃物中占到一定的比例。主要采取的措施有：

1）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的相关保护要求，鼓励使用清洁能源。

2）提倡因地制宜的建设生态厕所。

3）合理设置垃圾回收设施，在服务设施内及游道两旁每隔 60m—100m应设置分类垃圾

收集设施。设立容易发现且与景观相协调的垃圾箱；加大保洁力度和覆盖面，确保无乱扔垃

圾的现象发生。

4）普及生态教育，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四）噪声污染防治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主要的游览方式是机动车，因此噪声源主要来源于机动车辆。且公园

内大岭山电站、大指背电站、石门电站等水利设施会产生噪音，有必要设置部分吸声板和隔

声板或种植绿化隔离降噪带。公园道路设置虽然不多但是贯穿景区，因此，噪声污染的防治

很重要，主要措施有：

1）在景区的机动车集中的道路两旁以及停车场周围，设置绿色植物屏障，以此隔绝和降

低噪声。

2）严格控制机动车车辆随意鸣笛，规定仅特殊路段可以鸣笛。

3）加强人们的环境环保意识，尽量减少呐喊、大声喧哗等活动。

五、古树名木保护

（一）目标

加强古树名木宣传教育、科学研究、保护管理，充分发挥古树名木科研、教育、文化、

旅游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近期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95%以上；到 2025年古树名木保护率达到

100%。

（二）内容

宣传规划：要加大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力度，如利用传统媒体、电子媒体、书籍、现场

讲解等进行宣传，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调查鉴定规划：组织力量进行古树名木的复查，将遗漏的古树名木尽快入册，然后由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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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其进行树龄的调查鉴定。

科学研究规划：制定城市古树名木管理技术规范，使养护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合理化

和科学化；开展有关古树名木的基础研究及养护管理技术的研究。

管理规划：未入册的古树名木尽快入册，建立科学合理的古树名木管理体系并与专业队

伍合作，进行古树名木保护。

（三）主要保护措施

1、组织专家鉴定，确定古树名木等级，建立古树名木档案，进行古树名木的动态管理，

并树立明显标志。

2、专业养护与单位养护相结合，建立层层养护管理责任制，做到定期检查。

3、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不同种类的古树名木，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改善古树名木的

立地环境；运用衰老树势复壮技术，抢救濒临死亡的古树名木；积极组织古树名木的科学研

究，加强病虫害防治，提高保护管理水平。

4、加强古树名木养护管理，在古树名木的枝、干上除必要保护设施外，不得进行任何有

损于古树名木生长的活动。

5、对危害古树的虫害采取物理或化学防治；科学处理树洞；对歪斜、树干腐烂和立地条

件特殊的古树名木加以机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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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和谐的生态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

是生态文明、社会繁荣的标志。森林公园中蕴含着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哲学、生态伦

理、生态美学、生态教育、生态艺术等大量生态文化要素。因此把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纳入

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把森林公园作为生态文化体系建设，尤其作为广州森林文化体系建设的

重要载体，充分体现了当今时代的文化内涵；同时生态文化建设也拓宽了森林公园的发展空

间，丰富了公园的建设内容，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一、规划原则

（一）统筹规划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发展是以保护森林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其生态文化根

植于优越的森林资源本底和亲近自然的生产生活习惯。在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和强调旅游发

展与资源保护的整体协调性和发展机会选择的平等性；统筹保护性开发宝贵的森林生态资源，

并积极开发石门当地人文资源，最终保障各个旅游景点之间、景点与景区之间，景区与整个

生态系统之间、物质生态和文化生态和谐共存、协调发展。

（二）生态平衡

森林公园的生态文化建设应以生态平衡为重要前提。具体包括四方面：首先必须坚持保

护优先、适度开发、科学开发、合理开发的建设要求，确保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安全。其

次，合理确定环境容量，控制性开发，保持森林公园生态自循环，正确因此要求评估建设项

目，严格规范项目开发程序与建设过程，工程建设要求因地制宜，强调绿色生态，将对场地

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严格避免破坏森林公园生态本体；再次，产业平衡发展，对园内林地

发展以森林培育产业为基础，以森林旅游产业为助力。最后，科学营林，达到区域生态系统

动态平衡。

（三）人文关怀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硬件建设与软件支持。生态文化硬件设施包括生态文化解说

设施，渗透生态文化的旅游服务设施，生态环境教育设施等；生态文化软件支持包括生态文

化红利制度，生态文化管理制度等。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最终以为公园游客、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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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居民以及管理者提供生态人文关怀为目标，让其充分享受到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

二、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和布局

（一）森林康养文化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森林浴场建设起步较早的森林公园，得益于近年对森林保护和良

好的自然气候条件，石门森林公园具备了进一步发展森林康养的坚实基础。

规划中对石门森林公园进行康养场地的扩展，并发展多种森林康养形式，开展健康管理，

以“疗”为内核，以“养”为外延。结合森林观光旅游，将森林文化体验以及其他与“养”相关的

工作作为外延，循序渐进推进森林“休养、保养、医疗”三个层次。其中，森林休养和保养不

严格要求专业人士在场参与，可以通过此类方式使森林疗养惠及更多民众，培育出成熟的森

林疗养消费群体，未来再进一步推出专业性极强的森林医疗。

（二）山涧池水文化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中丰富多样的地质地貌蕴含了丰富的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地表水和地

下水，且水量充沛，常年不竭。水文资源主要有山泉、溪涧、河流、水库、潭池、瀑布跌水

等 6个亚类 14个基本类型，单体资源总数达到 72个（种）。多样的水文资源孕育了丰富的山

涧池水文化，例如石门谷由 8条山涧小溪汇集而成，水流常年不断，溪水清澈，与森林植被、

石景、潭池、瀑布跌水，形成变化丰富别具野趣的溪涧景观。

（三）地文景观文化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经过漫长的地质地貌演变过程，形成中、低山和丘陵地貌，孕育了丰

富的地文景观，主要有山景、奇峰、沟谷、洞穴、石景以及火山岩景观等 8个亚类，24个基

本类型，资源单体总数达 144个（种）。奇峰怪石引起游人无限遐想，惊叹天人之工。沟谷内

两侧的断层上面的地层褶皱、节理发育等地质现象，是进行科普教育天成的教材，让游人充

分领略自然魅力的同时，了解地质演变和自然知识。

（四）水利文化

水利物质文化，是以水利工程、水利工具、水环境和水利文化阵地等为主要载体的物质

表现形式，是人们水利观念、水利意识的外在表现。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丰富的水文资源体

现古老的水文化，而现有的多座小型水电站和多处水库，体现了其典型而又现代的水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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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发电、给排水、水土保持、水景观营造、水生态环境建设等，进一步挖掘石门水电

站和水库的水利文化，使游客感受水利物质文化以及内化的水利精神和外化的水利工程知识。

（五）赏花文化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植物季相变化明显，木本花卉形态多样、色彩丰富。广州素有花城之

城，有赏花的传统与习俗。伴随郊野游兴起，广州市民大量驾车出游石门公园赏花。森林公

园存有大面积的野生珍稀植物禾雀花，以烂板塘西南 0.5km处分布最为集中、面积约 1.3 ha。

最佳的观赏季节为每年的 3-4月份。秋季形成层林尽染，万山红遍之景观，其中“插旗顶红叶”、

“白芒秋色”颇有特色。12月份红花荷开花，红花开时，朵朵像红粉佳人，形似吊钟，娇俏迷

人。红花荷林景观是以红花荷占优势的林分，属季风常绿阔叶林的一个群系。以石灶工区最

典型，红花荷在林分中占优势，在广东同纬度的阔叶林分中较少见。此外，每年 1-2 月份，

位于石门工区内的青梅林开花，远远望去，似朵朵绒绒雪花，故有“石门香雪”之美名，与“流

溪香雪”、“萝岗香雪”并称广州三“梅海”。

（六）果林经济文化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及周边种植有大量果树如荔枝、龙眼等，并衍生出荔枝柴烧鸡等特

色美食、农家乐、养蜂等其他事业，其培育、种植、管理、采摘等农业文化也具有石门果林

经济特色。发展石门果林经济文化，以生态理念科学种植果林，发展果林经济。

三、生态文化设施规划

（一）森林科普体验馆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科普体验馆是石门开展生态自然教育的核心场所和活动组织中

心，是普及森林生态知识、培养参与者生态环保意识的场所，同时也是展示石门特有生态文

化的场所。邀请游客以尊重自然的心，鉴赏自然之美，学习并尊重社区的生活与文化。

森林科普体验馆建设包括生态教育厅、野生动植物标本厅等展览场馆建设，也成为自然

NGO组织活动中心，组织多种户外教学、森林教育、主题活动、专业研习、环境解说等活动。

（二）森林浴场自然熏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独特的森林优势积极发展森林康养项目，建设国际森林浴场、红

枫湖森林浴场，在游览过程中集成介绍国外已发展的森林康养文化和活动和中国刚起步的森

林康养事业，介绍国内外森林康养最新研究成果，了解森林康养方式方法，引导社会大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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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展森林康养。

（三）户外植物教育基地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枫林红叶观赏区、禾雀飞舞鸣幽谷、杜鹃映山品种园、芳香植物

认知园等基地是科学科普考察游览内容之一。针对不同年龄和受教育层次开展多种形式科普

教育，如幼儿科普游戏、专家讲座、现场参观体验、节日科普宣传活动，为研究机构、学术

中心、高等院校提供考察、研究、实习、培育的基地。

（四）户外拓展基地

在不破坏森林资源的情况下，依托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浴场，主要在石灶风景区开发

户外活动拓展基地，并开发多个小型户外拓展地点。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不同类型户外拓展活

动。

表 9-1 森林公园户外拓展项目

项目类型 项目对象 项目内容 项目位置

户外体育 青壮年等身体健康群众、

户外极限运动爱好者

森林溯溪、森林徒步、越野自

行车、定向越野等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广州之巅风

光板块

森林疗养 一般大众 森林瑜伽、森林徒步、森林深

呼吸等

国际森林浴场、红枫湖森林浴场

户外教育 学生团体、亲子家庭、教

育职业者

森林采摘、森林幼儿园、森林

野营等

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插旗顶植

物观赏板块

（五）森林科研

三个森林保育板块内的天然林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鼓励专业科研人员对其

展开深入的科研探索，建设成为热带地区重要的收集、保存、引种和驯化林木种质资源基地。

四、解说系统规划

生态旅游的目标包括环境意识的普及化，要求不仅对旅游者进行必要的科学普及，同时

也要对管理人员和当地居民做适当的科普教育。积极培养训练有素、具备自然和文化历史知

识的解说员，设置准确无误、科学美观的解说标识牌是生态旅游科学普及的关键。“解说系统”

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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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并达到服务和教育的基本功能。从生态旅游角度出发，要求构建森

林公园专门科学解说系统，是森林公园的游览指示功能、科普教育功能、使用功能得以发挥

的必要基础，是公园管理者用来管理游客的关键工具。

（一）科学解说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要建立完善的森林公园解说系统，要突出科学性、高标准、高等级的

特点。构建这一系统应符合森林生态旅游和环境教育的双重需求，并秉承环境教育、以人为

本、寓教于乐、艺术性、先进技术和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等原则。

同时，还要设立专门的环境解说管理机构，负责环境解说系统的设置规划和日常维护。

通过音像图文、牌示系统、出版解说等展示途径，提高游客游览兴趣、提供旅游服务信息、

增加环境保护意识等。其中，牌示系统是科学解说最基础和最重要的解说途径。

表 9-2 森林公园解说系统——牌示系统

类型
标识

名称
设立位置 具体内容 注意事项 设计元素

旅游

服务

类解

说牌

景区

说明牌

各景区游线起始

点

景区位置图，景区平

面图；景区综合介

绍，区内各游线特点

和适用人群，景点和

基础设施分布

位置醒目，标识牌前

有较开阔平地；高度

以人平视，文字大小

适中；就地取材，简

洁大方

地图、符号标识、自

然摄影

路线

指示牌

景区内各段游线

起始点、道路转换

点、停车场和森林

公园专用车停靠

站、服务点、重要

景点和休息点

游线简图；该段游线

的路况、难度系数和

适用人群，当前位置

及去往附近其它景

点的方向、距离

位置醒目；游线简图

清晰明了，文字大小

适中；采用当地建筑

材料，简洁大方

符号标识

方向

标识牌

景区内多条游线

的交点

去往附近其它景点

的方向、距离

位置醒目；文字大小

适中
符号标识

景点

说明牌
各级景点边

景点照片；景点介

绍、活动内容、难度

系数

位置醒目；文字大小

适中；造型新颖有

趣，各处牌子形式各

异；

地图、自然摄影、符

号标识
景点的历史传说、相

关诗词

安全

警示牌

生态保护景点、陡

峭或湿滑路段、山

地活动场所、古树

和珍惜植物旁、野

生动物活动区

禁止、提示、建议等

话语

位置醒目，颜色突

出，文字稍大；造型

自然，文字亲切生

动，让人易于接受

符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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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导式解说系统

向导式解说系统也称为导游解说服务，是解说系统的基础，以具有能动性的专门导游人

员向旅游者进行主动的、动态的信息传导为主要表达方式，这种体系是一种双向式的沟通，

可以为游客提供动态的、个性化的服务，但可靠性与准确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向导的素质。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构建向导式解说系统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1）引进或培养专业导游人才，建设专业导游队伍，并结合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特点，

通过业务培训、技能竞赛等途径，不断提高解说人员队伍水平。

2）普及提升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当地居民科普知识，培训当地居民导游解说水平，培育其

主人翁环境教育及旅游服务意识。

3）除完善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现有景点解说词外，撰写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和易适性的生

态环境教育解说词，并针对不同受众如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儿童、青少年等设计不同重

栈道引

导指示

牌

生态步行栈道内 方向指引

简洁明了，创新吸引

眼球，结合动植物特

色形态

生态绘画、自然摄

影、形态剪影、符号

标识

环境

科普

类解

说牌

全景解

说牌

生态景点旁、动物

主要活动区旁、典

型植物群落旁

全景解说；环境情况

解说；动物种类、外

观介绍、生活习性；

植物种类、观赏特性

等

解说内容科学性、全

面性；景点生态知识

导览；统一基础色彩

科学素描、生态绘

画、自然摄影、形态

剪影、地图

生态知

识解说

牌

生态景点旁、动物

主要活动区旁、典

型植物群落旁、古

树名木旁、环保站

旁、展示馆内

多种生态知识主题，

包涵相应知识单元，

例如动物习性、生存

现状、保护方法；植

物多样性；环境状况

等

结合不同层次受众，

设置不同单元解说

牌；多个解说牌注重

连续性；多种设计元

素融合；文字大小适

中；统一基础色彩

信息图表、生态绘

画、自然摄影、形态

剪影

生态知

识问答

牌

生态栈道眼线、动

物主要活动区旁、

典型植物群落旁、

生物知识、生态环保

知识简单问答式解

说

一问一答，内容清晰

明了；文字大小适

中；统一基础色彩

信息图表、生态绘

画、自然摄影、形态

剪影

动植物

生境解

说牌

路边不同植物群

落附近、路边野生

动物活动痕迹旁、

观测站旁

动植物多样性、栖息

地信息、迁徙路径等

结合不同层次受众，

设置不同单元解说

牌；迁徙路径可科学

拟人化；多种设计元

素融合；文字大小适

中；统一基础色彩

科学素描、生态绘

画、自然摄影、形态

剪影、地图

观测仪

器使用

说明牌

观测站 仪器使用方法说明
位置醒目；文字大小

适中
信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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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解说词。

4）增强向导与游客间互动。设计多种有益有趣的导游解说互动方式，参与性更强的的导

游服务使得游客更容易接受导游所传达的信息，深层次了解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内涵。

（三）自导式解说系统

自导式解说系统是由书面材料、标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语言等，提供静态的信息，游

客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解说的内容进行取舍，从而能更加自由的观赏和考察。人们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及认知水平选择解说内容，实现有效的信息传递和自由的行动模式，深受游客喜爱。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自助游游客较多，且游客分散，较难提供集中式的导游解说。因此，

户外解说牌成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自导式环境解说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解说设计要求

由于主要针对成年游客设计的户外环境解说系统，将会更加倾向于自主游览，追求更具

体、更系统性的环境资源解说信息。设立三个大方向：信息传达、风格简洁、架构清晰。

1）信息传达：有效传达景区旅游服务信息、生态科普文化知识，是生态解说系统的第一

要求；

2）风格简洁：以轻质感设计取代重质感设计，使游客能够快速高效进行阅读并获取信息，

并提炼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解说系统专门新色彩，整体体现活泼、明快、生态、自然的风格，

整体设计更个性，更有辨识度；

3）结构清晰：根据受众不同，合理选择知识单元，适当融入多种设计元素，清晰展现生

态解说内容。在户外环境解说展示设计中对解说展板进行分类优化，使整个环境解说系统架

构清晰明了，提高科普效率，节省成本。

2.解说设计过程建构

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需要环境解说的知识模块进行普查并整理分析，确定知识点、展示

的空间分布、展示方式、展示类型、受众年龄，最终定制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专属解说展示。

1）环境解说资源普查，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自然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普查。其中

自然生态资源包括自然演替过程、动植物资源、地质地貌、天象与气候资源等，人文资源包

括展示演示场馆、景观小品等；

2）解说主题确定：确定重点解说内容以及各个分区的主要解说主题；

3）选择知识单元：在不同解说主题下选择知识单元；

4）构建知识单元关系：串联不同知识单元之间关系，构建知识单元整体网络结构；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10

5）解说受众认知分析：在整体解说知识单元图谱中根据解说受众不同，再次筛选构建出

儿童、青少年、非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环境解说图谱；

6）解说展示方式筛选：根据解说受众不同和解说内容不同，选择不同的解说展示方式

——展板、活动展板、多媒体、手册等；

7）知识单元结构可视化；

8）环境解说图谱绘制。

3.智慧解说系统

智慧旅游系统是以云计算为基础、移动终端为核心，以感知、互动等高效信息服务为特

征的旅游信息化发展新模式。景区智慧解说系统主要帮助景区为游客提供智能化的自助服务，

通过电子导览设备和后台中央数据库所形成的网络控制系统，以语音播放和视频播放等方式

将旅游景区的服务和景点内容传递或展现给游客。景区电子导览系统主要提供客流引导和旅

游向导两大应用体验：一方面旅游景区借助电子导览实现对各分景点人流是否拥挤、车辆游

船及缆车等运转信息通过多媒体视频技术传递给游客；另外一方面，旅游景区根据景区游览

资源的地理分布提供线路向导服务，同时，借助语音系统对线路上的各游览点提供相关一对

一的导游介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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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森林生态旅游与服务设施规划

一、森林旅游产品定位

（一）市场定位

立足本地休闲度假，聚焦珠三角城市群，主客共享 2小时交通圈。

大力拓展省外市场，聚焦两广、长三角市场，同时打造专项市场。

1、客源市场定位

表 10-1 客源市场定位

市场细分 客群描述

核心市场 以广州为核心的周边城市，包括佛山、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客群

拓展市场 广东其他城市客群及周边省份城市客群

机会市场 长三角城市群及港澳境外市场客群

2、专项市场定位

我国的生态旅游市场具有消费和培育双重功能，是一个二元市场，是大众生态旅游与专

业生态旅游共存的市场。

大众生态旅游：参与者规模较大，旅游产品类型多样，既有大众旅游产品又有生态旅游

产品。对大众生态旅游产品的要求相对较为宽泛，只要符合环境可持续性即可。大众生态旅

游发展可以真正形成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综合统一。

专业生态旅游：指游客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较高，规模小，消费高，自由支配的时间

充足，深入自然界体验和学习。对专业生态旅游产品设计的要求主要是以突出学习和研究，

强调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根据对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市场现状以及周边市场分析发现，公园目前生态旅游

市场主要表现为大众生态旅游，兼有部分专业生态旅游。其中大众生态旅游市场又可细分为

家庭旅游群体、白领休闲群体、环境教育群体、康疗休养群体和运动探险群体。家庭旅游群

体、白领休闲群体为目前的主体市场，有少量运动探险群体，但其余目前为空白市场，是未

来机会市场。专业生态旅游可细分为艺术创作群体和环保科研群体，目前有少量艺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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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者和科研群体。具体目标客群市场表现见表 10-2。

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客源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森林康养意识和森林康养旅游的期待，

且随着国内民众对森林康养的认知不断深化和康养意识的不断提升，康疗休养群体将成为未

来重要市场。

表 10-2 专项市场定位

细分市场 目标客群 客群描述 活动轨迹 等级/重要性

大众生态

旅游

家庭旅游群体

一般由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共同参与，

以关注孩子旅游需求为出发点，统筹

亲子双方的旅游需求，且需求多元

化。出游时间受假期限制大。

餐饮、住宿、科普、

教育、观光、亲子娱

乐、游客接待咨询

★★★★★

白领休闲群体

主要集中在集中在 80后、90后人群，

高学历化趋势显著，基本属于中高收

入者，以观光、休闲及交往为主要需

求

餐饮、住宿、观光、

休闲、交往、旅游接

待咨询

★★★★★

环境教育群体

涉及各年龄段群体，主要包括青少年

群体和社会人士，一般由学校或社团

集体组织学生，有针对性的到各自然

教育基地接受环境教育，由社会团体

组织接受自然教育培训和活动。

餐饮、住宿、科教学

习、休闲观光、娱乐

探险

★★★★

康疗休养群体

主要由中壮老年群体组成，消费能力

强，停留时间长，偏好淡季出游，出

游时间较为自由。向往生态自然环

境，以观光休闲康养为主要需求。

住宿、业务培训、会

议洽谈、餐饮娱乐、

购物、生态养生、康

体休闲、放松心情

★★★★★

运动探险群体
主要是中青年人群，偏好户外运动，

偏好参与式体验和探险刺激性体验

餐饮、住宿、野外探

险、森林运动
★★

专业生态

旅游

艺术创作群体

此类人群多有较好的文化背景和丰

厚收入，热爱艺术创作，偏好良好自

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餐饮、住宿、摄影采

风、艺术创作、休闲

观光、艺术展览

★★★

环保科研群体

具有强烈环境意识和相关专业背景

知识的人群，主要以自然考察、学术

研究、团体活动等为主要需求。

餐饮、住宿、野外调

查、科研考察
★★

（二）产品定位

1.产品主题定位

 自然回归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鼓励人们回归大自然，放飞身心。通过生态观光、休闲体验、

森林康养等多种方式融入石门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寄情于山水，放怀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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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运转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鼓励人们在旅游活动中主动、自觉加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良

性运转之中，从而实现自身身心的良性运转，同时拥有较高的自然环境觉悟，主动维护生态

系统。

2.产品功能定位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高品位旅游开发的首要体现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吸引点

（三）开发战略

基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依托资源和不同维度，分别从整合资源、重点突

破、体系构建三个层面循序渐进制定发展战略。

 整合资源——精致生态战略

 重点突破——康养目的地战略

 体系构建——产品结构优化战略

1.整合资源——精致生态打造战略

整合园内现有及潜在的生态旅游产品资源，开展精致生态打造战略，主要包括：1）生态

旅游产业要素精致化——打造精心高品质的生态旅游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各个环节及之间

的衔接关系；2）生态旅游服务精致化——建设生态环保的精致公共服务设施和提供人性化、

贴心的旅游服务；3）生态旅游产品精致化——精心建设生态旅游产品的项目载体，并设计精

致全面有特色的生态旅游线路。

2.重点突破——康养目的地养成战略

围绕森林康养这一生态核心，率先建设成高品质的森林康养基地，并宣传、营销、引导

成为客源旅游市场内的首选康养目的地，成为园内其他生态旅游产品的牵引力量。生态康养

目的地的养成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中的重点突破任务，有助于提升整个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的生态旅游品位。

3.体系构建——产品结构优化战略

生态旅游产品结构优化包括横向优化与纵向优化，构建出健康并互相助益的产品体系，

形成丰富的生态旅游吸引网络和升级石门生态旅游增长方式，使从门票经济逐渐向产业链经

济转型。横向优化指丰富三大类产品体系，培养多个成熟的旅游产品；纵向优化指园内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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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生态旅游产品要逐渐涵盖食住行游娱购的旅游六要素。

二、规划原则

（一）严格保护、统一管理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生态旅游必须建立在保护其原生资源的基础上。对公园内旅游开

发活动和各类旅游活动进行统一管理，保护现有景观资源的特征及地域特色，保护生物多样

性，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平衡和稳定，保护与开发相互促进。

（二）科学开展、合理开发

建立保护与开发相互促进的机制，实现保护与开发同步发展的目标。公园以优美自然景

观的展示为主，以和谐的人文景观为补充，将自然野趣和抱朴归真相结合，科学开展旅游开

发活动，合理适度进行旅游活动。

（三）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

在保证公园生态效益的重要前提下，积极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效益，同时在公园内注重

开展旅游服务业以吸纳当地居民就业，融入当地产业，也须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发展为旅游业

服务的相关产业。奉行剩润回投原则，为了使资源环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在经营中也要求

把旅游经营所得的经济收入中的一部分回投到环境保护中，用于保护和消除因旅游造成的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保证其具有永续利用的潜力。

三、游憩项目策划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游憩项目开发，依托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结合其未来产

业结构，主要表现为：以森林康养为内涵的核心精品，以观光和水文游赏为内涵的基础产品

和以各类专项体验为内涵的辅助产品。

（一）观光体验生态旅游产品

观光体验主题产品主要分为“旅游观光”与“休闲体验”两部分。

其中“旅游观光”产品侧重于挖掘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现有植物观赏资源和水文观赏资源。

 风月寻花植物观赏

风月寻花植物观赏依托园内禾雀花、红花荷、梅花、红叶等物候景观，设计不同游览路

径和游览方式，寻找不同游览视角，开展石门植物观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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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一方水文观赏

在水一方水文观赏依托园内水库、溪涧、跌水等多种水文资源，组织亲水游船、滨水环

湖等多种观赏方式，充分展现水文之美。

其中“休闲体验”产品侧重于利用石门森林公园内现有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包括自然运

动、文化体验、农事参与、节事活动 4个部分，依托多元节事活动，成为市场营销利器，发

挥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并降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的季节效应，进一步提升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的品位和品牌。

 放飞身心自然运动

放飞身心自然运动面向大众及专业户外运动人士，依托园内运动休闲设施，开展如徒步、

戏水、探险、山地自行车等自然运动项目，并积极与知名体育活动企划、商家、团队等合作，

不定期策划开展体育节事活动、特殊趣味运动项目和体育竞技等赛事，推广石门自然运动旅

游产品。

 乐山乐水文化体验

乐山乐水文化体验产品主要提托园内银针茶文化和百年炮楼文化设施，将茶文化融入产

品设计和旅游活动中，银针茶社展现浓郁的当地茶文化气息，推动游客认可本地银针茶文化

品牌。

 今日农夫农事参与

今日农夫农事参与依托园内原有种植果园和果蔬基地，开展种植体验等活动，培育“产-

旅-销”一体的旅游产品链，充分展示当地生态果蔬种植，邀请游客参与农耕劳作，推动销售

当地农产品。

 欢聚石门节事活动

欢聚石门节事活动依托园内重要景点观赏期和特殊优良观赏体，结合石门当地文化，开

展例如赏花节、踏青节、森林音乐会等活动，成为重要旅游营销吸引点和旅游拉动增长点。

（二）森林康养生态旅游产品

森林康养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区别于周边多以观光为主的景区现状的特色发展策略，是

使石门森林公园形成区域最具影响力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核心战略举措。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森林康养生态旅游主要从康养的游憩方式上分为以下两种主要项目类型。

 沐浴森林

沐浴森林依托园内森林浴场，策划并设计不同的“沐浴森林”线路，融入富于情趣和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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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小品和景观，达到舒缓心情，放松身心的目的。

 深林结庐保健疗养

深林结庐保健疗养依托园内森林康养中心、森林疗养站等提供各类型保健疗养服务，实

现森林医疗保健目的。

（三）自然教育生态旅游产品

教育是永恒的主题，将环境教育元素融入森林休闲体验、生态旅游是大势所趋。石门国

家森林公园自然教育旅游产品主要表现为环境认知、保护及野外活动等户内外活动组织。

 动植物环境保护

动植物环境保护依托园内的科普馆及相关科研设施，组织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开展动植物

保护活动，并定期策划面向不同年龄层次及不同实践深度的动植物生境、迁徙路线、生物个

体及群体的保护活动。

 自然课堂环境认知

自然课堂环境认知依托园内有强烈自然特色和特殊自然特征的园区，组织专业人员和志

愿者开展自然认知活动，策划有情趣、童趣、风趣、野趣的户外活动，传递野外生物辨识知

识、野外生境知识、自然环境形成发育原理等。

 勇者游戏野外生存

勇者游戏野外生存学习国外森林托儿所、森林幼育园等活动组织，面向儿童、青少年，

依托野趣的自然环境，组织专业森林幼育师及户外驴友志愿者等开展野外生存、手作等活动，

使少年儿童充分与自然接触，形成开阔身心，并接受遇险生存技能培训。

表 10-3 生态旅游产品内容

主题类别 项目名称 目标人群 项目载体 服务时段\时长

观光体验
植物观赏

 家庭旅游群体

 白领休闲群体

 艺术创作群体

枫林红叶观赏区 12 月至次年 1 月下旬

芳香植物认知园 全年/24h
荷颜月色莲花湖 6 月至 8 月

禾雀飞舞鸣幽谷 3 月中旬至 4 月下旬

水景红叶红枫湖 全年

石门三绝 12 月上旬至次年 1 月下旬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全年/24h
古树园 全年

天池花海 全年

水植园 全年

翠竹园 全年

水文观赏  家庭旅游群体 红枫湖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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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类别 项目名称 目标人群 项目载体 服务时段\时长

 白领休闲群体

 艺术创作群体

莲花湖 全年

下天池 全年

上天池 全年

芙蓉栈道 全年

滨水慢行道 全年

静之洲亲水驿站 全年

自然运动

 家庭旅游群体

 白领休闲群体

 运动探险群体

亲水拓展区 全年

空中栈道 全年

天王石径 全年

驴友驿站 全年/24h
滨水慢行道 全年

文化体验

 家庭旅游群体

 白领休闲群体

森林科普体验馆 全年

银针茶社茶园 全年

百年炮楼 全年

农事参与
 家庭旅游群体

 白领休闲群体

银针茶社茶园 全年

塘仔人家 全年

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全年

节事活动  所有目标客群
各观赏主要景点 重要观赏期

各主要大型活动场所 节事活动策划时间

森林康养

沐浴森林

 家庭旅游群体

 白领休闲群体

 康疗休养群体

国际森林浴场 全年

红枫湖森林浴场 全年

雀鸣声疗浴场 全年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全年/24h

保健疗养  康疗休养群体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全年/24h
森林疗养服务站 全年/24h
森林书吧 全年/24h
清凉树屋村 全年/24h

自然教育

动植物环

境保护

 环境教育群体

 环保科群体

森林科普体验馆 全年

广州石门城市森林生态定

位监测站
全年

水科驿站 全年

环境认知
 环境教育群体

 环保科研群体

芳香植物认知园 全年/24h
杜鹃映山品种园 3 月至 4 月

荷颜月色莲花湖 6 月至 8 月

水植园 全年

野外生存  环境教育群体
森林浴场及其他主要活动

场所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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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一）旅游服务设施分级体系

1、设施现状

旅游服务体系具有集散、中介、交通和综合等服务功能，为旅游活动提供全面系统的服

务支撑。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旅游服务设施还未成体系，没有分级，主要服务点集中在

入口处售票处。

2、设施分级规划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服务设施规划共分为 4级，依次为：服务基地、服务区、服务点、

自助服务站。旅游服务设施等级划分的标准综合考虑了服务设施规模大小、功能的综合性及

其在旅游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性，并非单纯以服务设施规模的大小为依据见表 10-4。

（1）服务基地

服务基地设置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山脚的乡村。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建设空间不足，考

虑人流分散和缓解交通压力，将服务基地设置在公园外，交通便捷，用地充裕，为游人提供

住宿以及全面的旅游服务、宣讲咨询和进行旅游设施管理。服务基地为入住游客提供便捷多

趟次的班车服务，缓解森林公园内车辆准入压力，同时有利于周边乡村经济发展，加强当地

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形成优良互动的旅游产业经济链。

（2）服务区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共有服务区 8处，包括大型综合性的入口管理服务区和公园内红枫湖

服务区、清凉树屋村服务区、石门三绝服务区、石壁龙桥服务区、插旗顶服务区、下天池服

务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等 7个服务区。服务区提供全面的住宿、餐饮、宣讲咨询、

卫生保健、旅游管理、应急救援等服务。

入口管理服务区与服务基地有着便捷的交通联系，成为游客服务无缝衔接的重要场所，

调配和管理全园的服务点工作，另一方面又能方便地管理下级服务点。功能上，一方面是考

虑为游客提供宣讲咨询和吃、住、游、购、娱等各项便利，同时利用全园智慧管理系统，对

服务点进行管理以及提供服务资源调配尤其是应急救援工作。

其它服务区侧重于为各板块的游客提供基础的宣讲咨询、卫生保健、住宿、餐饮、购物、

应急救援等功能，同时侧重宣传森林康养知识和园区森林康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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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点

一级服务点共 4处，包括塘仔服务点、石灶服务点、天堂顶服务点、观景台服务点。以

为游客提供休憩场所、简易快捷餐饮、旅游咨询、旅游商品购买、应急救援等服务为主并兼

具一定旅游管理功能。

（4）自助服务站

自助服务站全园分布若干，主要为弥补全园各服务区和服务点的辐射空缺，并重点分布

于广州之巅风光板块和石门溪涧探幽板块，供应自助简易食品、提供移动设备充电、自助应

急医疗用品、自助登山或游览器材租赁（购买）服务、应急救援呼救等相关服务，为户外游

客、驴友提供一份出行便利和安全保障。

表 10-4 旅游服务设施分级体系表

序号
服务

等级
名称 位置 服务内容

1
服务

基地
游客服务基地

石门山脚乡村 旅游交通服务、旅游设施管理、旅游咨

询、住宿、餐饮、购物、邮电通信等

2

服务

区

入口服务区

公园入口处 下级旅游服务点管理、服务调配、宣讲

咨询、旅游解说、卫生保健、住宿、餐

饮、购物、邮电通信、应急救援等

3 红枫湖服务区
红枫湖南侧 休憩、餐饮、购物、卫生保健、应急救

援、旅游咨询等

4 石门三绝服务区 石门香附近 休憩、餐饮、购物、咨询、卫生保健等

5 石壁龙桥服务区 水云涧茶舍 餐饮、旅游咨询、休憩、购物等

6 清凉树屋村服务区
清凉树屋村 住宿、餐饮、购物、卫生保健、应急救

援、旅游咨询等

7 插旗顶服务区
莲花湖西岸 休憩、购物、器材租赁、餐饮、安全保

障、咨询等

8 下天池服务区
静之洲亲水驿站 休憩、购物、器材租赁、餐饮、安全保

障、咨询、卫生保健等

9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服务区

上天池与下天池之间 住宿、餐饮、购物、宣讲咨询、旅游解

说、卫生保健、应急救援等

10

服务

点

塘仔服务点 石门石灶分叉点 导览、餐饮、停车、购物、旅游咨询等

11 天池花海服务点
天池花海附近 器材租赁、餐饮、安全保障、应急救援、

咨询等

12 天堂顶服务点
天堂顶、驴友驿站附近 餐饮、休憩、应急救援、咨询、旅游解

说等

13 观景台服务点 广州第一观景台附近 休憩、咨询、旅游解说等

14
自助

服务

站

若干

天王石径沿线、石门溪

涧探幽板块中空中轨道

车沿线

卫生保健、自助购物、应急救援呼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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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宿设施

1、设施现状

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园区内无住宿设施，公园入口处有宾馆一座，提供 50张床位。

2、规模预测

根据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未来游客量预测及问卷调查住宿意愿数据，预测其旅游住宿需求。

公园初始发展阶段平均留宿人数较少，留宿意愿较低，但随着公园旅游产品的逐渐丰富，

功能逐渐完善，游客停留时间将大大延长，休闲度假游客的比例也将不断增长，平均留宿人

数也将快速增长。

游客度假接待床位数需求计算公式：

C=R·L·N/（T·K）

C——床位数

R——年接待人数

L——住宿游客比例

N——游人平均住宿天数

T——全年可游天数（取 280天）

K——床位平均利用率（其中床位利用率一般在 60%~80%，目标市场发展潜力越大，床

位利用率越小；反之，床位利用率应越大。）

将数值代入上述计算公式，可得到旅游区各阶段旅游住宿设施的规模如表 10-5所示。

表 10-5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住宿设施需求预测

年份 2018 近期 中期 远期

预计年接待人数

（万人次）
69.67 74.23 100.1 117.7

平均住宿天数 1 1.5 1.5 1.5

住宿游客比例 15% 25% 25% 25%

床位平均利用率 0.8 0.7 0.7 0.7

床位需求（张） 467 1420 1915 2252

3、建设思路

以有利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综合发展、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遵循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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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质量的三大原则，对景区内住宿设施进行统筹安排，构建高端度假+商务精品+风情乡舍

+大众宾馆+趣味营地的立体化旅游住宿体系。

4、住宿规划

从住宿规模预测数量来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住宿设施建设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特点，

分期推进建设。规划建议未来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住宿业实施“特色化、精品化”发展策略，

依照康养度假型、主题精品型、经济型酒店适宜比例，覆盖中高端和大众消费群体，打造森

林主题轻松度假住宿系列。近期，是住宿启动阶段，以政府为主导，集中建设高端度假和主

题精品酒店；中期作为快速发展期，度假市场逐步形成，通过招商引资，引导多种渠道资金，

全面建设高中低档酒店，满足市场需求；远期进入成熟发展期，重点加强酒店管理规范，鼓

励优秀酒店不断扩大规模。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具体住宿项目分布及规模见表 10-6，园内总计规划 900张床位，其

余由园外服务基地及周边乡村民宿、酒店等承接。

表 10-6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住宿类型

住宿
住宿特色 对应项目 建设情况 等级

规划床

位数主题系列

康养度假 高端度假
国际森林康养

中心
新建 高档 400 张

主题精品

趣味营地 清凉树屋村 新建 中高档 200 张

风情乡舍 知青宿舍 新建 经济 170 张

商务精品 商务会议中心 改造 中高档 50 张

大众休闲 大众宾馆

三星级山居度

假酒店（游客中

心星级宾馆）

改造
经济、中

档
80 张

合计 900 张

（三）餐饮设施

1、设施现状

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有租赁餐厅一座，可一次性容纳约 250人同时就餐，入园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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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有众多农家乐餐饮设施，园内有零星农家乐餐饮设施分布，主要集中在塘仔人家餐饮服务

点和塘仔绿色果蔬基地。园内主要景点有小吃零售部分布。

2、规模预测

餐位按中午用餐人员计算，以住宿游客中餐均在公园内就餐，非住宿的一日游游客中餐

50%餐饮率计算，餐座周转率为 2次，年可游天数为 280天计算，则餐位需求量按一下数字

模型计算：

C=(X·N+Y·S)·K/T·Z

C——餐位数

X——年住宿游客量

Y——年非住宿游客量

N——平均住宿天数

S——餐饮率，按 50%计算

K——游客集中指数

T——餐座周转率按 2次计

Z——全年可游天数（取 280天）

表 10-7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餐饮设施需求预测

年份 2018 近期 中期 远期

年游客量 69.67 74.23 100.1 117.7

住宿比例 0.15 0.25 0.25 0.25

年住宿游客量（万人次） 10.45 18.56 25.025 29.425

年非住宿游客量（万人次） 59.22 55.67 75.075 88.275

平均住宿天数 1 1.5 1.5 1.5

游客集中指数 1.6 1.4 1.2 1.2

餐位数（个） 1145 1392 1609 1892

旅游旺季增加的就餐人数可视具体情况采取适当延长供餐时间，供应快餐解决。

3、建设思路

标准化管理，规范旅游环境，主推本地特色餐饮，发展主题化、个性化餐饮服务，弘扬

传统食品及制作工艺，形成品牌化、营养化、生态化的系列餐饮。围绕“天堂滋味”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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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周边农家乐、塘仔人家、果园茶舍、森林康养中心等空间，运用“本土特色+多元风味”

模式，按高中低档比例合理细分餐饮市场，结合村落特色饮食风俗，融入文化理念，整体提

升包装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特色餐饮，鼓励一家一品、一处一品特色菜，打造多元化、本土化

和精细化的美食体验，丰富“食”这一旅游要素。

4、餐饮规划

餐饮服务设施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立的餐饮服务设施，一类是附属于住宿设施内的餐饮

服务设施。餐饮服务设施的建设必须符合《饮食建筑设计规范》的规定，与周围环境协调。

餐饮设施的形式可细分为：

酒店式：位于康养度假基地、清凉树屋村、入口区商务会议中心，主打粤菜、西餐等精

品风味美食；

主题式：注重与周边景观环境相协调，包括以茶饮、简餐为主的露天雅座、室内外结合

等多种方式；主要位于银针茶社、森林书吧、静之洲亲水驿站、水云涧茶社；

农家式：依托院内现有农家乐，进行服务标准化管理，向游客提供农家风味餐饮；主要

位于塘仔人家餐饮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自助式及快餐式：遍及全园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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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餐饮设施规划

序号 地点 形式 供应品种 餐位

1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服务区 酒店式
粤菜、西餐、养生餐品以及其他多种国内

外主要菜系
500

2 清凉树屋村服务区 酒店式 养生餐食、西餐 370
3 入口区商务会议中心 酒店式 各色餐饮 100
4 银针茶社 主题式 粤菜、简餐 100
5 水云涧茶社 主题式 粤菜、简餐 100
6 森林书吧 主题式 简餐、下午茶 30
7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 农家式 粤菜、农家菜 1400
8 游客服务中心配套餐饮设施 快餐式 小吃、连锁快餐、自助餐饮 300
9 下天池服务区 快餐式 小吃、快餐 150
10 石门三绝服务区 快餐式 小吃、快餐 120
11 红枫湖服务区 快餐式 小吃、快餐 50
12 天池花海服务点 快餐式 小吃、快餐 80
13 插旗顶服务区 快餐式 小吃、快餐 50
14 天堂顶服务点 快餐式 小吃、快餐 50

总计 3400

（四）文化娱乐设施

1、设施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目前文化娱乐设施较少，集中表现为室外娱乐设施——桃源谷附近的

嬉水设施。

2、建设思路

乐山乐水，精品打造，提供森林康养和生态山水的深度体验。以森林娱乐、溪涧娱乐为

重点，以农事娱乐、节庆娱乐、科教娱乐为补充，打造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石门森林公园

旅游娱乐业体系。并要求配备高质量的服务，服务人员具有相关专业知识，配有康体、健身、

膳食、娱乐、游览等专业引导人员和安全员等。为特定人群（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

提供专门的设施及服务，配备旅游工具、食品，提供其他相关特殊服务。

3、文娱设施种类及分布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娱乐设施主要表现为室外康体娱乐活动，以各类水体和森林游径为

重要娱乐空间载体，开展水上亲子运动、体育运动和休闲运动，而森林娱乐包括有攀岩、徒

步等森林运动娱乐，开展星空探秘、动物寻踪等夜间娱乐。也可积极开展各类观花节以及竞

赛活动，例如荔枝节、红叶节等。重点提升文化娱乐、夜间娱乐、森林和水上娱乐。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规划文化娱乐设施包括其中 5个类型，2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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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9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文娱设施分布表

类型 种类 分布

休闲类

健身洗浴设施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按摩设施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世外桃源自然疗愈点

疗养设施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户外森林康养保健园、森林疗养服

务站

游戏类

棋牌室 游客服务中心、知青山庄、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探险类游戏设施

儿童游戏设施 桃源人家、亲水拓展区

益智类游戏设施 森林科普体验馆

知识类

展览馆 森林科普体验馆、广州城市森林生态定位站

阅览室 游客服务中心

书店 森林书吧

音像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

体 育 健 身

类

游泳设施 亲水拓展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嬉水设施 亲水拓展区、桃花溪涧

儿童游泳及嬉水设施 亲水拓展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桃花溪涧

船艇运动设施 下天池等

垂钓设施 红枫湖、下天池等

乒乓球、网球、台球等球类设施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攀岩设施 石门溪涧探幽板块

跑步设施 各景观步道及康养步道、滨水慢行道

步行道设施 各类康养步道、天王石径等登山步道

附属类

氧吧 四季自然疗愈园、雀鸣声疗浴场、红枫湖森林浴场

茶艺馆 水云涧茶社、银针茶社

咖啡屋 森林书吧、清凉树屋村

其他工艺品制作设施 森林科普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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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购物设施及旅游商品

1、设施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目前没有专门的旅游商品购物设施建设，旅游购物设施规模较小，分

布在主要景点及游人活动区。旅游商品简单开发，主要为当地农产品为主。

2、旅游购物设施规划

未来可规划建立覆盖镇区、集散中心、景区三级旅游购物点体系。其中园区内旅游购物

设施可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大型购物中心、特色购物设施和购物网店。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购物设施规划见表 10-10。

表 10-10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购物设施规划

购物级别 购物设施 布置区域 布置方式 植入业态

大型购物中

心

游客服务中心购

物店
游客服务中心 综合体

各类生活消费品、

特色商品药品等

特色购物设

施

塘仔农产品产销

点
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综合体

特色食品、农产品

等

森林康养特色产

品经营点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镶嵌式植入

森林系列设计产

品、森林康养产品、

旅游出版物等

创意集市 天池花海 临时集中布置 文创产品等

环境教育购物专

营点
森林科普体验馆 镶嵌式植入

环境教育产品及纪

念品

森林文化购物点 森林书吧 镶嵌式植入

自然及人文相关书

籍、文创产品、食

品等

购物网点 生活购物
服务点 镶嵌式植入

食品、各类纪念品、

快消品等

自助服务站 自助服务机 食品等

3、旅游商品规划

坚持品牌建设、创新研发、差异开发三大原则，有主次、有主题地开发石门国家森林公

园旅游商品和购物业。

规划整合森林公园丰富的商贸购物及农副产品、当地手工艺，开发反映景区自然和文化

内涵的多品种、多规格、多档次、高品质的旅游商品，打造体验化、主题化、品牌化、电商

化的旅游购物体验。建立成体系的旅游商品品牌，创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购物商标，强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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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国家森林公园商品标签，可以开发旅游吉祥物，以吉祥物产业链开发多样化的购物产品。

表 10-1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可开发的旅游商品类型

开发类型 开发内容
易携带性 特

色易 中 难

森林产品及衍

生产品

各种红叶标本、禾雀花标本、红花荷标本、其他花草标本以及由此

加工而成的装饰品等；绿色废弃物的再利用，利用枯枝落叶等材料

手作工艺品；HELLO森林系列文创产品

√ √ 高

生态农林产品

及衍生产品系

列

水果农产品——火龙果、龙眼、荔枝等；有机蔬菜；有机农副产品，

包括各类花蜜、土鸡蛋、散养柴鸡等；果树苗木盆栽；茶艺品——

银针茶及茶具等；特色美食加工制品，如荔枝柴烧鸡，梅菜扣肉等

√ √ 中

森林康养产品

及文化纪念品

森林瑜伽及疗养活动出版物、森林精气纪念品、植物精油、按摩器

材等

√ 高

环境教育产品

及纪念品

环境教育体验影像记录、环境教育纪念徽章、邮票、石门动植物图

谱、活动参与手工制品如手工鸟屋等

√ √ 高

旅游出版物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明信片、画册、摄影集、生活体验影像记录、特

色门票等

√ √ 中

五、游线组织规划

规划中对广州之巅风光板块登山远足径和缆车的开发，形成石门森林公园交通体系的

“外环”；通过石壁龙桥实现现有石门、石灶两个景区之间的内部链接，形成景区“内环”，通

过对广州之巅风光板块和石壁龙桥的规划，形成了完善的石门森林公园内部交通组织。

（1）车行路线

依据整体游线组织及景点观赏人流量分析，同时参考现有车行道路修建状况，尤其是从

资源保护及可行性角度出发，规划中对车行道路到达主要观赏景点，不实现全园贯通。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游客交通枢纽区——红枫湖森林浴场——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石门三绝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游客交通枢纽区——枫林红叶观赏区——

禾雀飞舞认知园——杜鹃映山教育园——芳香植物认知园——荷颜月色体验园——滨水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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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古树园——水植园——翠竹园——国际森林浴场

（2）步行路线

步行线路在石门以红枫湖森林浴场为起点，从红枫湖沿湖步道到广州之巅景点实现步行

系统的贯通；在石灶以枫林红叶为起点，由枫林红叶景点到广州之巅景点实现步道贯通，两

条步行线路在广州第一峰实现汇合；石壁龙桥在石门三绝、莲花湖、下天池实现两条路线的

联系与贯通。

红枫湖森林浴场——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石门三绝——森林与水科普展示区

——三仙会天堂——驴友驿站——广州之巅

枫林红叶观赏区——禾雀飞舞鸣幽谷——杜鹃映山教育园——芳香植物认知园——

荷颜月色体验园——滨水慢行道——古树园——水植园——翠竹园——国际森林浴场——广

州之巅

荷颜月色体验园（滨水慢行道）——石壁龙桥——石门三绝

（3）一日游线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红枫湖森林浴场——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石门三绝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枫林红叶观赏区——插旗顶——滨水慢行

道——国际森林浴场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红枫湖森林浴场（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石壁龙桥——国际森林浴场（滨水慢行道）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枫林红叶观赏区——滨水慢行道（插旗顶）

——石壁龙桥——石门三绝

游客服务中心——塘仔绿色果蔬基地——红枫湖森林浴场——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石门三绝——石壁龙桥——枫林红叶观赏区

（4）二日游线

游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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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游客服务中心——游客交通枢纽区——枫林红叶观赏区——禾雀飞舞鸣幽谷

——杜鹃映山教育园——芳香植物认知园——荷颜月色体验园-——滨水慢行道-——古树园

——水植园——翠竹园——森林空中栈道——国际森林浴场（过夜）

第二日：国际森林浴场——广州之巅——驴友驿站——三仙会天堂——森林与水科普

展示区——石门三绝——石壁龙桥——游客交通枢纽区——红枫湖森林浴场——世外桃源自

然疗愈园——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游线二

第一日：游客服务中心——游客交通枢纽区——禾雀飞舞鸣幽谷——杜鹃映山教育园

——芳香植物认知园——荷颜月色体验园-——滨水慢行道-————石壁龙桥——红枫湖森

林浴场——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第二日：石门三绝——森林与水科普展示区——三仙会天堂——驴友驿站——广州之

巅——古树园——水植园——翠竹园——国际森林浴场——森林空中栈道——枫林红叶观赏

区——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5）度假、康养游线

红枫湖森林浴场——芙蓉栈道——世外桃园自然疗愈园——石门三绝

枫林红叶——滨水慢行道——森林空中栈道

芙蓉栈道——石壁龙桥——滨水慢行道——森林空中栈道

（6）特色游线

石壁龙桥

森林空中栈道

滨水慢行道

芙蓉栈道

石门幽谷

登上远足路径

 红枫湖沿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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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基础工程规划

一、道路交通规划

（一）道路现状

森林公园距从化政府所在地 25km，距广从一级公路 20km，外部交通十分方便。

规划区内部已开发景区交通条件良好，但从全园角度看，石门、石灶两条放射性线路基

本完成，但石门、石灶两景区之间无联系性，整体上规划区内道路未形成环路，仍需进一步

完善。道路等级单一，缺少自行车道与步行道。道路绿化规划单一，美化度不够。

（二）规划内容

（1）规划原则

 公园内道路建设必须满足森林旅游、护林防火、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需要。

 形成内部道路环线网络，并与外部道路合理衔接。

 合理规划道路沿线及两侧景观，使游客感到移步异景；保护并适当整理自然野趣道路

景观，因地制宜。

 支持绿色慢行交通，规划自行车步道和游步道，考虑电瓶车道，倡导绿色低碳游园方

式。

 完善交通配套服务设施，给予游客和管理最大便利。

（2）规划目标

近期：对公园内现有道路进行改造升级，完善相应交通配套服务设施；

中期：重点对一些片区进行建设，包括主干道、次干道和游步道的建设，逐步实现交通

的系统化，形成内部交通网络；

远期：形成完整的连接森林公园内外的道路交通体系。

（3）换乘系统

1）在温泉镇停车场，由私家车换乘森林公园旅游巴士；

2）在游客交通枢纽区换乘森林公园电瓶车进行观光旅游。

（4）道路设计

将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道路分为公路、游步道 2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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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公路：承担着园内不同板块及主要景点之间的交通集散和对外联系，是各板块用地

布局的重要网络系统，在规划中应进行统筹布设。规划红线宽度 8m，对园内已有干道进行规

划升级，道路断面为一块板形式，通过不同路面材料铺设及路面标志线达到不同车行或人行

功能标识，逐步实现小汽车、电瓶车和行人分道。园区内主要道路采用《自然保护区工程设

计规范》中的“林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路面按次规范、标准设计施工，用沥青、水泥等铺

设。主干路具体见表 11-1。

表 11-1 公园内主干公路规划表

序

号
主干公路 起点 终点 新命名 性质 标准

长度

（km）

路面宽度

（m）

路面

材质

1 公园前路 公园大门 塘仔人家 田园路 干线 林 I 级 1.7 6 沥青

2 公园南路 塘仔人家 莲花湖区 醉红路 干线 林 I 级 3.7 6 沥青

3 莲花湖区 科普体验馆 天池路 干线 林 I 级 6.3 6 沥青

4 公园南迴路 莲花湖区 塘仔人家 红叶路 支线 林 II 级 4.6 6 沥青

5 公园北路 塘仔人家 芙蓉栈道 桃源路 干线 林 I 级 5.1 6 沥青

6 北迴路 芙蓉栈道 塘仔基地 果香路 支线 林 II 级 2.4 6 沥青

7 会仙路 芙蓉栈道 三仙会天堂 会仙路 支线 林 II 级 3.7 6 水泥

游览步道：以步行、骑行为主的游览道路，宽度 1.2-5m之间，山坡小于 25度时，可修

成斜坡步道；大于 25度时，应设计石台步行道（蹬道）；山坡大于 45度时，应适当展宽，降

低坡度，迂回而上；坡度过大应设计成云梯（台阶），宽度应大于 0.8m。游步道主要包括滨

水景观道、登高徒步道、森林浴场步道等，具体见表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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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公园内游步道分布

步道

等级
步道名称 起点 终点

长度

（km）

路面宽

度（m）
路面材质

主要

步道

滨水景观道

红枫湖森林浴场 石门三绝 4.0 2 混凝土

莲花湖环湖 0.5 2 透水混凝土

下天池环湖 4.8 3 塑胶路面

上天池北侧 0.7 3 彩色沥青

田园景观道

亲水拓展区 世外桃源自然疗愈园 0.5 1.5 碎石，石板

古树园 天池花海 0.5 1.5 石板、木材

石壁晓霁 1.2 1.5 石板

登高徒步道

广州第一观景台 荷颜月色莲花湖 0.8 2 砖石

荷颜月色莲花湖 杜鹃映山品种园 1.2 2 砖石

三仙会 天堂顶 4 1.5 碎石、石板

天堂顶 天池花海 5 1.5 石板路面

森林浴场步道
国际森林浴场 1.6 1.5 石板、木材

红枫湖森林浴场 1.5 1.5 水泥、石板

石莲幽谷栈道 莲花湖 石门三绝 4 1.5 自然路面、碎石

次要

步道

国际森林浴场 马帮古道 0.5 1.5 石板

天池花海 翠竹园 1.0 1.5 砂石

国际森林康养中

心
古树园 1.0

1.5
混凝土

石门幽谷 水科驿站 三仙会天堂 4 1.5 混凝土、石板

游客服务中心 插旗顶 2 3 混凝土

滨水景观道：主要包括上天池、下天池、莲花湖和红枫湖沿湖景观步道以及红枫湖——

芙蓉栈道沿线亲水栈道，结合水体绿化形成以休闲、游憩为主的景观道路。现有路面予以保

留，并在下天池形成系统自行车道。根据地形情况，道路划线宽 1.5-3m。

田园景观道：主要包括果园内原生步道、世外桃源疗愈园内景观步道、天池花海内景观

步道，在人流量大的田园道路采用石板结合碎石铺就，其余田埂路采用素土和碎石夯实的处

理手法，在解决交通的同时保护原生的田园形态，宽度在满足需求基础上灵活设置。

登高徒步道：主要包括众多植物特色观赏区景观步道、天王石径等登山步道，以当地石

材、防腐木材等为主要铺装材料。

森林浴场步道：主要包括红枫湖森林浴场内及国际森林浴场内的步道，以防腐木材、碎

石或土路为主，保持自然性。

（5）交通配套设施

1）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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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车流量过大，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将与温泉镇合作，在温泉镇设立停车场，容量

为 15000辆。

结合景区和服务区规划，规划共设 14处停车场，其中不包括公园规划范围外（石门山脚

乡村游客服务基地）的停车场，规划总占地面积为 4ha。综合服务管理板块设置大型车辆停

车位，园内不设大型客车等专用停车位，鼓励在园外换乘电瓶车。每个停车场都按《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GB5768.3-2009）配置无障碍停车位数量。有住宿需求的游客可将私家车停

入公园内停车场，其余车辆可根据园内情况，有车位即可停入。其中院内停车场具体布局如

下表：

表 11-3 公共停车场规划一览表

板块位置 编号 具体位置 面积（㎡）
容量（辆）

小车

无障碍停车

位设置
形式

综合服务管

理板块

1 公园入口停车场 4000 100 2 地面停车

2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停车场 1200 40 1 地面停车

3 塘仔绿色果蔬基地停车场 300 10 0 地面停车

桃源谷森林

体验板块

4 红枫湖停车场 300 30 1 地面停车

5 桃花源停车场 1600 40 1 地面停车

6 清凉树屋村停车场 1600 40 1 地面停车

下天池亲水

休闲板块
7 下天池停车场 600 15 0 地面停车

石门溪涧探

幽板块

8 石门三绝停车场 300 10 0 地面停车

9 石门幽谷停车场 5000 125 4 地面停车

插旗顶植物

观赏板块

10 莲花湖停车场 600 20 0 地面停车

11 沿线停车场 300 10 0 地面停车

国际森林康

养板块
12 国家森林康养中心停车场 5000 125 4 地面停车

其他临时停

车场

13 外部防火演练场 12600 250 4 地面停车

14 内部防火演练场 6000 200 2 地面停车

总计 39400 1015 20

由于森林公园可提供停车场地有限，停车场设置很难满足公园未来发展需要，因此在以

上停车场基础上，建议森林公园与附近村镇合作，对自驾游尤其是自驾一日游游客车辆采用

统一停放公园附近村镇，由森林公园采用旅游大巴统一接送+电瓶车服务的方式解决车辆过多

造成管理混乱的问题，同时也是对森林公园良好生态坏境的有效保护。

2）电瓶车服务站点

规划共设 7处电瓶车乘坐或换乘服务站点，包括公园外旅游服务基地一处，塘仔人家一

处，红枫湖一处，亲水拓展区一处，石门三绝处一处，莲花湖一处，国际森林康养中心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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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科普体验馆一处，规划总面积约为 600m2。

3）自行车自助服务站

同电瓶车站点，规划共设 7处服务站点，包括塘仔人家一处，红枫湖一处，亲水拓展区

一处，石门三绝处一处，莲花湖一处，国际森林康养中心一处，森林科普体验馆一处，规划

总面积约为 300m2。

4）旅游用车规划

近期：在公园内实行“私家车+公共交通”相结合的游览方式，在节假日、周末等客流量较

大的时间段，园外逐渐引入森林公园旅游巴士，园内逐步使用电瓶车；

中期：森林公园旅游巴士与电瓶车的使用量逐渐增加，进一步减少私家车进入园内；

远期：森林公园旅游巴士和电瓶车逐渐进入常态化使用，除园内住宿及疗养游客以外，

禁止私家车进入园内。

二、给水工程规划

（一）给水现状

目前，森林公园现状用水为市政供水与公园内溪流、泉水的储水相结合，基本能够满足

用水需求。现有供水设施位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龙眼基地，设有 80m3过滤池、45m3沉淀池

及 314m3的储水池一个。

（二）规划内容

（1）规划原则

1.采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在用户较集中的地区分散建设水源，分区供水，减少

管道长度。

2.满足规划区生活、服务及消防用水的水量、水质和水压要求。

3.生活饮用水必须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遵循国家现行的给水设计规范、规定。

（2）用水标准及用水量计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50298-1999）、《室外给水

设计规范》（GB50013-2006）、《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年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等相关标准，确定规划区各项用水定额标准。

参照有关标准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生活用水量标准按滞留游客、不滞留游客、管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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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三类划分，住宿游客平均用水量取 300L/床·日，不住宿游客平均用水量 30L/人·日，景

区管理者平均用水量 120L/人·日。远期（2026 年）年游客量 127.92万人，按照年游览天数

240天计算，平均日游客量约为 5330人，高峰游客量按照 8000人计，住宿游客约为 900人/

日，景区管理服务人员约 400人。生活用水量预测见下表 11-4：

表 11-4 生活水量预测表

项目 人次/日 用水量（m3/日）

滞留游客 900 270

非滞留游客 7100 213

工作人员 400 48

总用水量 8400 531

规划区气候环境良好，雨量充沛，无需浇灌绿化，因此该部分用水不包含在规划用水

中。考虑未预见用水量按 10%计，则规划区最高日用水量约 590m3/日。

消防一次灭火用水量为 15升/秒，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为一次，火灾持续时间按照 2

小时计，则消防用水量为 108m3。

（3）水源及供水设施规划

规划区给水以地表径流山涧流水作为给水水源，水源水质良好，净水工艺简单。按照

供水对象的分布情况，将供水分为二个区，各区供水量及供水设施建设如下表所示。

表 11-5 各给水设施统计表

供水设施 位置 主要供给对象
供水规模

（m3/日）
备注

1号供水设施 上天池
上天池、下天池、莲花湖景点、石

门龙桥及入口服务管理区
400

在下天池设备用设施，在上天池

供水设施水量不足时予以补充

2号供水设施 龙眼基地
游客枢纽区、果蔬基地，红枫湖景

点、桃源谷景点及石门三绝景点
300 充分利用现有供水设施

为了控制供水成本，区域局部分散的景点，包括三仙会、天堂顶等区域采用分散取水方

式。供水水质应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相关标准，严格执行《广州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条例》。

（4）给水管网规划

结合前述分区情况，各分区独立供水，采用重力流供水方式，结合区内建设建筑高度，

按照不超过 3层进行控制，供水压力不低于 16m，局部不满足压力需求时采用加压供水。

给水管网采用环状与枝状相结合的布置方式，给水系统采用生活消防统一给水系统。区

内建设区域每隔 120m设置一个室外消火栓。管网布置及管径设计考虑消防需求及事故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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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供水需求，给水管道管径为 100mm。

三、排水工程规划

（一）排水现状

公园森林覆盖率高，本区域无系统的市政雨水管网，雨水通过地面漫流流入地势较低的

地方，经植被和土壤净化后排入溪流。公园内无工业污水排放，各单位分散排放生活污水，

园内缺乏系统的污水排放设施，无市政污水管网，无污水处理设施，造成水质污染。

（二）规划内容

（1）排水体制

规划区排水体制采取雨、污分流制。

（2）规划原则

1.雨水需蓄散有度，因地制宜加以利用；

2.生活污水处理以分散式处理方式为主，任何污水不得直接排入天然水体，经过处理后

方可排放；

（3）污水量预测

规划区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污水排放系数取 0.9，污水收集率为 100%，规划区最高日

用水量为 590m3/日，日变化系数取 1.3，则规划区平均日污水排放量约为 360m3/日。

（4）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结合区内的建筑分布及高程关系，规划设置三处集中污水处理站，就近处理相邻区域产

生的污水。结合区内景观需求，对景观要求较高的区域可以采用 ETS生态污水处理设施或地

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具体见表 11-6。

表 11-6 排水设施规划表

污水处理设施 位置 主要处理对象
处理规模

（m3/日）

1 号污水处理设施
莲花湖景点

附近
上天池、下天池及莲花湖景点 150

2 号污水处理设施 景区入口 入口服务管理区 120

3 号污水处理设施
红枫湖景点

附件

游客枢纽区、果蔬基地、红枫湖景点、桃源谷景点、

石门三绝景点等
150

对于其他分散景点产生的污水，就地采用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避免直接排放。

（5）污水管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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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污水主干管尽量布置在主干道，局部地势较低地块沿地块内部道路及绿地布置。污

水管的敷设坡度在设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减小埋深，起点埋深在 1.0-1.2m，地形坡度

较大的地区可做跌水，局部地形复杂地段通过泵站提升解决污水排除问题。污水管最小管径

为 200mm。

（6）雨水工程规划

由于规划区内的山塘较多，靠近山塘的地块，可就近沿地势排入山塘或周边绿地内，主

干路不再规划雨水管线，局部排水不畅地块可结合场地平整后布置雨水支管就近排入规划区

内的山塘中。

（7）雨水利用规划

规划区内的路面与停车场等地面雨水径流量较大，水质也较差，可以通过铺设透水砖、

透水地面等措施，增加雨水的下渗。路边可设置低势绿地、植被浅沟，通过植被截留、土壤

渗透以实现截留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目的。

地势较低的区域可以设置生物滞留设施，通过天然土壤或更换人工土和种植植物净化、

消纳小面积汇流的初期雨水，并可对处理后雨水加以收集利用的措施。此外，还可以在低洼

地区还可以设置雨水生态塘、雨水生态岛和湿地系统，既可通过植物对初期雨水进行净化，

又可以作为雨水调蓄池，不仅美化了环境，而且还综合利用大量雨水资源，同时为规划区增

添景观效应。另外，提倡建设自然基底的湖塘，以提高水环境自净能力。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38

四、供电工程规划

（一）供电现状

石门森林公园现状有石门、大指背、桃园大岭山水电站，金鸡电站（已停用）共 4座，

水电站提供电力经变电站上电网，区域内所使用电力由市政电力统一供应，电力线路以架空

形式为主。目前区域内部分架空电力线路不能满足土地利用和景观的规划建设要求；随着区

域内建设用地的开发，电力负荷不断地增长，现有配套设施需进一步扩容。

（二）规划内容

（1）用电量预测

规划区内电力使用用户分散、点多、用量少，因此燃气能源供应应由电力能源部分代替。

规划区采用建筑面积法进行测算。

表 11-7 用电量负荷计算

用地性质 用电指标（w/m2） 需用系数 建筑面积（m2） 用电负荷（KW）

含住宿功能用地 50 0.5 12000 300

旅游观光景点用电 15 0.4 50000 300

其他用电，包括路灯照明系统及未预见电量的 5%，则规划区的总用电负荷为 630KW。

（2）电源规划

公园内电源供电主要采用单回路电源，由桃莲供电；公园内综合服务管理板块、桃源森

林休闲板块、国际森林康养板块等用电负荷主要集中板块景点，应配备柴油发电机作为自备

电源，以供停电急用。尤其是入口服务区、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清凉树屋村需配备满足需求

的柴油发电机。

（3）电网规划

根据规划区负荷预测结果，结合负荷分布情况，确定采用 10kV电压等级供电。于公园

入口设置开闭所一座，不单独占地，结合公建或绿地设置，建筑面积 200m2。10kV电网应根

据规划区各节点的功能规划综合考虑。配电室的设置应靠近负荷中心，宜采用户内式结构。

根据需要，规划区共设置 11座配电室，平均建筑面积为 100m2，具体设施布置见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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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变配电站设施规划表

编号 位置 电站容量（KVA） 供给对象

1#变配电站 入口管理区 250 入口管理区

2#变配电站 莲花湖附近 30 莲花湖景点

3#变配电站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125 下天池周边景点

4#变配电站 森林科普体现馆 400 上天池周边景点

5#变配电站 石壁龙桥附近 20 石壁龙桥周边景点

6#变配电站 游客枢纽区 30 游客枢纽区

7#变配电站 果蔬基地 10 果蔬基地

8#变配电站 红枫湖附近 10 红枫湖周边景点

9#变配电站 清凉树屋村 200 桃源谷周边景点

10#变配电站 水科驿站 20 石门三绝

11#变配电站 三仙会 10 三仙会

10kV及低压配电线路宜采用埋地敷设。

低压配电系统采用放射接线方式，由 10kV 变压器低压输出母线上引出几条干线，由干

线将电能输送给各建筑物配电箱，再通过各配电箱将电能输送给用户。低压配电线路供电半

径为 250-500m。局部地段不能满足地下埋设需采用架空敷设的以不影响景观为原则，尽量沿

着区域内路网规整排列。

五、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工程规划

（一）规划现状

现状电信由桃莲电信支局提供服务，光迁接入网已提供至区域。区域内通信线路以架空

形式为主。移动通信网络已覆盖林区大部分区域，公园内通讯条件良好。随着区域内建设用

地的开发，通信用户数的增多，现有配套通信设施需进一步扩容。

（二）规划内容

（1）规划原则

按照“少母局、大容量、广接入”的原则，加强模块机房的建设，随着用户的增长，积极

采用对现状模块机房扩容和新建模块机房来满足需求。各板块固定电话用户就近接入各模块

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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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施规划

规划在入口服务区设置通信机房一座，建筑面积约 50m2，为规划区提供固话及网络等通

信服务。配套建设消防控制室，保证通信不中断和保护通信设备等设施。

通信管道规划应涵盖由设备间至各用户的馈线及配线管道。建筑设施均应设计建筑物内

管线，与建筑物外管线相接。通过光纤到楼的方式加快实现宽带网络优化提速。

随着森林公园的进一步发展，规划按照 600~800m的服务半径设置基站。对于局部景观

要求较高的区域，可采用路灯式基站，不独立占地，基站服务半径 100m，或采用微型基站（可

在建设时灵活安排，本规划暂不考虑）。

森林公园是为了给人一个自然、和谐、优雅、清静的环境，并且考虑到有疗养功能和景

观的自然属性，本规划不架设广播设备，游客可以通过收听无线电广播来达到收听的目的。

在各主要景区服务点分别安装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系统，并组建闭路电视网络；每间客房

内均配备彩色电视机一台；各景区服务点的展示厅，均安装闭路电视，并配备电视机及录像

放映系统。

（3）智慧园区规划

通过智慧安全项目建设，增强园区感知、监测、运行管理能力，构建公共安全体系，营

造良好公共安全环境，切实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园区突发公共事件

的预警、应急、处置能力。

六、燃气设施规划

（一）燃气设施现状

目前，无燃气供应系统。

（二）规划内容

规划区内燃气使用用户分散、点多、用量少，炊事采用液化石油气和电力能源相结合，

电力能源对液化石油气相补充的原则，满足安全性和用户的需要。

结合区内实际燃气用气需求，为方便用户换气，预留一处液化气瓶装供应站。不另作燃

气统一供应系统。

七、环卫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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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卫设施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已先后修建较高标准的公共厕所 9座，各个景点均有相应垃圾箱等配

套设施，但厕所污水处理及景区内垃圾收集及运输处理等还未形成现代化体系，需要进一步

升级。

（二）规划内容

规划完善配套各类环卫设施，使规划区保持清洁、卫生。逐步实现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

生活垃圾的袋装分类收集，实现垃圾收集运输的容器化、密闭化、机械化，达到环境卫生基

础设施设置布局合理，环境卫生机械化设备配备合理的目标。

（1）垃圾产生量预测

规划区内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参照国内相似旅游景区的人均日垃圾产生量指

标，确定游客人均产生垃圾 0.5kg，按照 8000人计，则规划区高峰日垃圾产生量为 4吨/日。

（2）垃圾收集、转运及处理

公园内所有垃圾统一运至城市垃圾处理场处理。在公园入口服务区附近设置一座小垃圾

转运站，占地 100m2。公园内生活垃圾宜就地分类回收利用，减少集中处理垃圾量。在主要

道路沿线设置部分垃圾桶，在主要景点附近，约隔 150m设置一垃圾桶。

（3）公共厕所

根据森林公园厕所建设的有关标准以及森林公园的实际情况，在各功能区游人活动频繁、

地形较隐蔽又便于使用的地方合理设置生态厕所，同时设立明显指示牌；公共厕所应专门设

计，外观、色彩、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

森林公园内现有 9座厕所，约 80个蹲位，按日环境容量的 2%厕所蹲位需求（包括小便

斗位数）共 144个，其中包括残疾人专用厕位，还需新建约 60个蹲位，其中男女蹲位比例应

保持 2:3，个别厕所男女比例可以达到 1:2，同时增加第三卫生间。规划对已有 9座公共厕所

进行改造升级至 3A级，并新增 3处 3A级旅游公共厕所（按国家旅游局《旅游厕所建设管理

指南》标准），分别位于石门溪涧探幽风光板块的三仙三仙会会景点、附近增设 1处公共厕所，

在综合服务管理板块的塘仔人家附近景点、下天池亲水板块的下天池静之洲亲水驿站景点，

共计新增 60个蹲位。

旅游厕所除固定设置点外，可根据部分大型节事活动灵活机动增加移动厕所数量，满足

游客需求。厕所实用有效，卫生干净、无异味。旅游公共厕所主要以生态厕所为主，根据厕

所所在的水土环境选择太阳能公厕、免水冲洗公厕和循环冲洗厕所，做到粪污无害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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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八、旅游安全保障系统与设施规划

针对现状，游客安全管理规划分为安全教育、治安管理、监测管理与医护营救管理四个

方面。安全教育与治安管理主要是对安全隐患的预防管理，监测管理是为了预测和及时发现

安全隐患，医护营救则是实际问题的具体解决措施。

（一）安全教育

 设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宣传教育管理机构，专人负责公众传媒，利用网络、报刊、新

媒体等向大众进行宣传和教育，提高游客自身的安全意识。

 工作人员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出入口、游客中心等固定地点向游客提供咨询、教育

服务，使游客获取所需要的安全建议和帮助。游客能够从咨询点获得选择游览路线的建议、

相关游览设施的准备、游览安全专项知识以及注意事项等信息。

 在森林公园范围内事故易发地段设置安全宣传告示牌。告知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及突发情况下的应急措施。

 培训森林公园工作人员，使之能够告知或建议游客选择适当的游览活动与物质设备。

（二）治安管理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选择适当地方统一设立固定的治安管理点，形成一套有效

的管理、监测网络与体系。便于治安工作的开展、方便游客及时求助并得到服务。

治安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周边地区开展治安宣传教育活动，营造

安定文明的社会环境；工作人员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部各个区域提供充分的巡视和解救服

务，将事故率降到最低点。

（三）监测管理

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设立系统的智慧游客安全监测体系，预测或者及时发现包

括社会治安、自然险情等意外状况，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点。

利用服务和监控网络实现对全园游览景区及景点全面监控。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需要对全山地质状况，尤其是对人类活动区域进行监测、研究，获取

科研数据，掌握地质状况，以便及时应对险情。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需要定期对步行游览路进行全面的检修维护，排除隐患，保证游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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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监测管理工作内容包括：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范围内，设立安全监测体系，对社会治安、

自然险情等意外状况进行预测，提前或及时发现险情，为采取应对措施争取时间，将灾害损

失降到最低点。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整体游客安全状况进行全局把握。

（四）医护营救管理

表 11-9 医护营救管理措施一览表

管理方式 具体内容 媒介与场所 操作对象

统一布置医疗点，形成整体的网络，

覆盖整个旅游区，有效全面的为全园

提供服务

能够处理游客的意外伤害事

故、突发疾病等，并有合理有

效的途径和交通工具对游客

进行运送和疏散

森林公园内设立的

固定医护点

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相关

医疗机构
配备充足的医疗人员与技术设备，同

时建立相对稳定又灵活的人员机制，

应对需求相差较大的淡旺季

针对自然灾害或人员伤害等，在规划

中进行相应的考虑，设立处理方式，

解决渠道和设施

具体针对的设

施与训练

自然灾害：暴

风雨、洪涝、

火灾
森林公园内设立的

固定救护与报警机

构

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相关

营救管理机

构

森林公园工作人员上岗前，要有应急

营救训练。平时开展教育和宣传活

动，预防事故发生，尤其在旺季时期，

更要提高注意，增加人力。一旦出现

意外，可以及时有效的加以处理

意外事故、交

通事故、建筑

事故

建立并完善公园医护营救系统，依托各个旅游服务点提供等级不一的医疗营救服务，积

极推动自助医疗援助呼救服务，如利用微信客户端、求救热线、智能 APP等。

医护营救管理工作内容包括：从整体出发布局医护营救点，形成医护营救网络，提供充

分的医疗营救服务和人员配置，能够及时有效的传递信息，采取应对措施。确保将石门国家

森林公园的意外灾难、人员伤亡和损失降到最低点；针对不同区域，工作人员能够提供不同

形式的搜索和营救服务，保证良好的工作效率和实施效果。

总之，管理机构需要认识到安全管理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与森林公园的经济和生态

因素结合，整体考虑，做到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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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防灾及应急管理规划

一、灾害历史

广州市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历史上曾发生洪灾，强对流天气引起的暴雨、热带气旋、

龙卷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旱灾、地震、流行病等自然灾害。1950年至 1999 年共有洪灾

10次，热带气旋灾害 21次，旱灾 4次，3级以上地震 23次（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

从化处于典型的东亚季风区，每年台风、暴雨、强对流、雷电、干旱、高温、低温、灰

霾等气象灾害以及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次生灾害均有可能发生。近年来，石门森林

公园由于强降雨引起的山体滑坡时有发生。

二、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治规划

（一）森林防火

目前森林公园现有防火带 10.5km，林带宽 10～15m，主要分布于公园边界和主要山脊上，

加上园内公路、水体等自然分隔带，同时配备消防供水管网，森林防火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但随着公园的开发，景区的开发和游客的增加，人为活动频繁，给公园森林防火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防火带进行调整。

按《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1991）的规定加强防火设施建设。森林防火工程

建设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建立健全护林防火组织机构、扑火队伍和规章

制度。加大宣传，增强服务人员和游客的防火意识，建立健全预测预报网络；公园应和附近

的有关单位共同制订森林防火公约。

石门森林公园森林防火规划有以下基本措施：

（1）森林防火分区与防火瞭望工程

在保持森林公园原有的功能分区及景观效果基础上，加强森林消防保障。首先在公园内

建立防火演练场，其次根据公园的实际地形条件，充分利用公园的道路系统、山脊骨架、水

系及行政边界等现有条件，结合生物防火林带、消防管网等建设对公园进行合理的防火区域

分隔。

森林防火分区：公园共划分了 2个层次的防火分区。第一层是防火网络区，共分为 8个

面积网络区:1综合服务管理区；2红枫湖以南插旗顶以北游览区；3红枫湖以北森林区；4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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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谷以北森林区；5中部腹地森林区；6天堂顶区；7横坑—上盐脑顶区、8天池南侧森林区；

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次基础上细分为多个面积防火小区，利用防火林带与道路、河流等构成

封闭的防火阻隔系统，将火灾范围控制在一个防火小区内。

防火瞭望工程：分别在广州第一观景台和天堂顶各设置森林防火瞭望台（火警瞭望台应

符合《森林标准》要求），瞭望台应做到通视条件好、不受其它干扰和自然灾害的危害等条件，

瞭望台控制区不应有盲区。瞭望台可与观景平台相结合，采取砖石结构，本身的颜色、风格

与公园景色相协调，瞭望台建筑应有一级耐火标准，台内配备数量足够的探测工具和必要设

施，瞭望室必须高出周围最高成熟林树冠 2m以上，并远离高压输电线路（最短距离不应小

于 100m），瞭望台需安装避雷装置。

（2）完善防火林带、防火隔离带

继续完善公园防火林带，在公园边界营造防火林带，长 32.6km，林带宽 15m，树种可选

木荷、红荷、杨梅、油茶等，造林密度 2×2m，采用“品字形”布置植穴。主要景区（点）的防

火结合四旁绿化、美化，选择木荷等耐火树种。

防火隔离带结合规划道路、登山步道进行设置，并在道路两侧补植阻火、适生、无害、

有经济价值的耐火树种。所选的防火树种应具备三个条件：抗火、生态适应、造林技术成熟。

对于两边林分较好的阔叶林地段，适当清除枯枝落叶，保持路面清洁即可。对于公路两旁的

松树林、杉木林或灌丛草坡，套种木荷、红荷、杨梅等，形成阔叶林为主，乔灌结合的防火

林带，要求两边各 10m以上。

（3）智慧防火工程

建设森林公园应急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应有下列功能：接受火灾报警,发出火灾的声、

光信号，事故广播和安全疏散指令等；控制消防水泵、固定灭火装置；显示电源运行情况等。

森林公园内所有防火系统和消火栓、储水池增压设备，必须有自动启动功能，且与消防控制

中心有效连接，消防控制中心有控制森林公园内消防设备的功能。森林公园消防控制中心内

应有值班人员值班,保证 24小时在岗。

瞭望台云台监控系统摄像设备具有防火功能，配备图像传输系统，保证 24小时不间断工

作，监控系统发现火情后将数据和图像迅速传递到消防控制中心。

设置完善的森林智慧防火监控系统，实现摄像头的全覆盖，对林区的资源进行 360度 24

小时全时全角度的实时监测，并对林区内的明火及烟雾进行自动报警，有效解决因人工护林

造成的森林防火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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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供水管网与储水设施

消防供水管网：完善森林消防供水管网，结合园内原有供水管网设计，充分利用天然水

源。森林公园消防供水与公园内灌溉给水或生活用水同时使用，但必须满足消防供水需要，

在发生火灾时，应能迅速启动供水加压设备，保证灭火用水。

当灭火采用消防装备时，供水管网必须能满足火场供水的需要。森林公园内消火栓与消

防车供水距离不应大于 400m。当消防炮作为灭火工具时，消防炮与水压增压装置之间的直线

距离不得大于 100m。

消防储水设施：森林公园内设置消防储水池作为消防水源，储水池可在山顶隐蔽设置，

按照保护该山体整体灭火用水量的需要确定储水量。消防储水池必须保证容量足够灭火需要，

灭火时要及时补充，补充水源的时间不得大于 8h，夜间和森林火险期内补充水源的时间不得

大于 2h；每只市政消火栓的保护半径按照 150m计算；同时，在登山路径沿线设置临时储水

系统。

（5）森林防火通讯工程

林火通信必须为林火的监测瞭望、信息传递、指挥调度、林火扑救、后勤供应等工作服

务。森林公园内设置有线通信线路时，应将火警瞭望台、消防控制中心纳入通信范围内，森

林公园内在设计人员疏散场地时，要在场地周围安装 5部以上有线电话。森林公园内设置的

专职消防队或灭火队按照队员数量配备足够的通信工具，应保证手持电台的通话覆盖率在

95%以上。有地面巡护队伍的森林公园,应为地面巡护队伍配备必要通讯装备。防火通信采用

有线、无线联合的方式。通信点布局合理、质量稳定、技术可靠、重点突出，传递信息迅速、

准确、安全方便、经济适用。有线通信线路短直，便于施工和维修养护。

（6）设备、队伍与宣传

消防装备：按照省、市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标准配备各类扑火装备器材。火灾危险性较大

的防火分区和森林防火期内应配备消防员特种防护装备。消防装备必须建立维护保养制度，

保证各类装备完好无损。灭火中使用的消防器材装备和灭火剂应在 8h内补充更换，森林防火

期内补充消防器材装备和灭火剂的时间不得大于 2h。

队伍：建立专职护林员队伍和应急保障队伍，按照生态公益林管护标准组建专职护林员

队伍，并将护林员队伍建设成为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统筹做好巡山护林和扑打森林火灾工

作。同时将森林公园管理处、林场青年干部职工组成一支不少于 20人的森林消防应急队伍，

进行必要的扑火技能和扑火安全培训，能配合专业（半专业队伍）扑救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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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在交通要道的出入口、主要游道、景区（点）设立永久性防火标示牌和宣传牌，

写上警句和制度。

其他：上山通道入口处设置检查站，上山游人不能携带火种上山。

（7）建筑消防设施

森林公园内具有餐饮、住宿、娱乐、购物、卫生、通信、邮政功能的建筑物，应按照

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配备各类消防设施；达到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要求的，必须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没有达到安装消防

系统的建筑，必须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并保证完好。

（二）病虫害防治

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应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进一步完善病虫害预测、

预报制度，禁止使用带有危险性病虫害的林木种苗进行育苗或者造林。

对幼龄林和中龄林应当及时进行抚育管理，清除已经感染病虫害的林木；适时开展卫生

采伐，伐除枯立木、病腐木、濒死木，防止病虫感染；采伐后的林木应当及时运出伐区并清

理现场，对伐下的病虫木及其病枝病叶，要集中焚烧。

保护病虫害天敌，招引益鸟，引进天敌。

（三）鼠害防治

建立预测预报站、检疫检验室等设施，根据目的和任务确定其规模及位置。

以生物防治措施为主，实施天敌控制，所选天敌以本地区或附近地区的种类为主，需引

入外地天敌必须经本地试验后方可采用；实施化学防治，应避免环境污染，保证人畜安全，

减少杀伤有益生物。

科学制定造林方案，保持森林环境的清洁卫生。鼠害防治在春、秋两季进行。

三、其它灾害防治规划

（一）防洪工程规划

加强森林公园水库的调蓄作用，削减洪峰流量。加强上游地区和流域内进行水土保持及

水域综合治理工作，减少水土流失、涵养地下水源。疏通森林公园内现有河道，降低河床，

保障河流的纵向坡度，使其泄洪能力满足相应的洪峰流量要求。在历史上受过暴雨洪涝灾害

的地点要尤为加强防洪工程措施，并对具有山体滑坡隐患区域进行加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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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工程规划

消防工程规划应贯彻以“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为原则，依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

森林公园规模和布局，合理划分消防安全保护区和消防重点单位。规划要求在给水管网上按

间距 100～120m设置室外地下式消火栓，每个应有直径 100mm和 65mm的出水口各 1个，

出水量 10～15 m3/秒。

（三）抗震工程规划

抗震工程的主要防灾措施包括：首先，成立防灾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应该由游客营救组、

后勤保障组、建筑检测组、安全保障组和医疗救护组组成。

其次，加强森林公园数字化建设，及时准确的把握灾害发生时间，避免造成人员伤害。

再次，当发生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情况或有关部门防震报告发布后，指挥部立即承担

责任，并启动应急预案。

最后，设置避灾集合点，并设置明确标示指引避灾路线。将进入森林公园的主要通道作

为避灾通道，做好森林公园管理工作，保证主要避灾通道的畅通。

（三）防雷工程规划

首先，对近些年的雷电灾害进行统计，分析雷电灾害易损性区域，进行雷电风险评估。

对石门森林公园的雷电高发地段有全方位的了解。

其次，在森林公园中的雷电高发区域安装监控设施，在森林公园内安装避雷设施。

最后，制定防雷紧急预案，定期对森林公园展开防雷设施安全隐患排查。

四、监测、应急预案

（一）火灾应急预案

（1）预防

 建立林火监测和预报体系，及时发现火情。

 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确定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度，包括各林场

职工以及与周边各乡镇群众的联防制度，定期进行检查。

 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在森林特别防护期、森林防火戒严期，采用各种宣传形式，如启

用防火旗，张贴防火标语，出动防火宣传车，使人们提高防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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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防火期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必须遵守有关规定。森林防

火戒严期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火灾的机械和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

（2）扑救

林火扑救的基本原则是“打早、打小、打了”。“打早”是指扑火行动要迅速，扑打初发之

火。趁初期火势弱、扩展缓慢，只要投入较少扑火力量，就能将火扑灭。“打小”是指扑打火

势弱、面积小的林火。扑火人员能够直接扑打，便于快速控制。“打了”是指灭火的彻底性。

林火扑救时，必须彻底清除火场的一切余火，包括所有的明火和暗火，防止死灰复燃。

（二）游客意外伤害应急预案

（1）应急准备

成立应急指挥中心，成员由各部门安全责任人组成。应急指挥中心设在游客服务中心。

应急指挥中心应设置 24小时值班电话。游客意外伤害应急处置中心配备相应的设备及物质：

急救箱、医用氧气瓶、担架等。

（2）应急人员责任和义务

应急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熟悉人身意外伤害抢救流程；熟悉内、外应急联系电话号码，

并定期检验；熟悉园区内的主要游览场所、游览路线和抢救路线；熟悉本地医疗机构抢救路

线。同时应急人员有责任和义务根据人员伤害情况确定抢救方案和是否转院治疗。

（3）可能发生人身意外伤害的主要活动

所有存在危险因素的游乐观赏活动，特别是存在重大危险因素的活动，都有可能发生人

身意外伤害。包括徒步路线地形较为陡峭，水库码头存在落水危险，都属于意外伤害易发地

区，应在这些地区加强对游客的提醒提示，并在明显处设置“应急指挥中心急救电话号码”和

“路线通告牌”。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森林保育区未进行旅游开发，基础配套设施及旅游服务配套设施缺

乏，禁止游客私自进入森林保育板块，同时不建议游客徒步进入没有规划道路的森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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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土地利用规划

一、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2627.7ha，其中陆地面积 2570.72ha，占规划面积的 97.83%，

水域面积 56.98ha，占规划面积的 2.17%；其中农林用地面积为 2542.51ha，占公园总面积的

96.76%，详见表 13-1所示。

表 13-1 现状城乡用地汇总表

类别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公顷） 占总面积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建设用地 H

建设用地 28.21 1.07

H11 城市建设用地 14.11 0.54

H22 公路用地 14.10 0.53

非建设用

地
E

非建设用地 2599.49 98.93
E1 水域 56.98 2.17
E2 农林用地 2542.51 96.76

总用地 总计 2627.70 100.00
现状城市建设用地汇总表

用地分类 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例（%）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2.82 19.99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73 12.26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5.79 41.03

U 公用设施用地 3.77 26.72
城市建设用地 14.11 100.00

由石门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可见，公园内陆域绝大数为林地，以林地为主的土地

利用现状主要特征，因此石门森林公园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公园森林覆盖率，为公园的发展营

造了一个优良的资源环境背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园游憩项目的开发和服务管理等

配套设施的跟进，限制了森林公园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对现状条件的详细调查，部分闲置的

林间空地和果林地具备开展森林游憩和旅游接待服务的规模和潜力。

因此，在不破坏森林公园生态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可适当规划调整，发展符合森林公园

特征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丰富公园游憩内容、提升旅游接待水平，以适应森林公园永续

发展的空间需求，做到土地利用需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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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规划原则与政策

（一）土地利用规划原则

为维护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系统及其发展，保持其景观特色和地方文化内涵，营造

特色环境氛围，开展土地利用规划。规划与广州市从化区《现代旅游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2016-2020）、广州市从化区《从化温泉风景区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广州市城

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深化）》等上位规划相协调，并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把保护林业用地放在土地利用与管理的首位，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做到土地的

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其次，节约用地，在保证公园交通、管理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必需用地的基础

上，维护风景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及连续性；同时加强公园土地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尽量选择

旧有建筑遗址作为建设用地，不破坏自然景观资源，最大限度地保护好风景游览用地、林地、

水域等。

再次，因地制宜，合理调整土地利用，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在保护风景资源及生态环境

前提下，合理布局游赏、保护、生产、生活、管理和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用地，确定合理的

用地规模，形成符合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特征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结构。

最后，用地面积要与公园性质和功能相一致，不应占用过多的景区用地，但同时也要考

虑一定的弹性，在建设用地附近考虑可发展用地。

（二）土地利用规划政策

1、明确土地利用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

森林公园内土地由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组织规划和管理。明确土地所有权、管理权、经

营权，明确各利益方的责权利关系，使森林公园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

森林公园内适合开展风景旅游的国家所有土地，可采用统一经营的方式，也可以在统一

规划和管理的前提下，采取对外承包经营的方式。森林公园内适合开展风景旅游的集体所有

土地，在社区公平受益的前提下，可采取统一经营的方式。也可以在统一管理、规划的前提

下，由本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经营方与土地所有方应订立经营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

2、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土地利用补偿机制

建立合理、公平、公开的土地补偿机制。森林公园向征用土地时应按照相关法律给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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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应听取被征用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意见，并在方案确定时给予

公告。同时，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补偿费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

包括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或挪用补偿费用和相关费用。

上述两条补偿机制是体现集体所有土地所有者受益权，强调公平公开原则。具体的补偿

程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三、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上述原则与政策，依据《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对石门

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类规划。森林公园的功能分区包括管理服务区、核心

景观区、一般游憩区和生态保育区。

管理服务区：包括 1个综合服务管理板块和 7个管理服务区。规划用地总面积 144ha。

核心景观区：包括原始次生林景观板块，规划面积 177ha，该区域内无建设用地。

一般游憩区：包括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块、广州之巅风光板块、插旗

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和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6部分。规划总面积 1098.7ha。

生态保育区：包括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原始次生

林保育区。规划面积 1208ha，该区域内无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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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土地利用平衡表

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类别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面

积比例（%）大类 中类 小类

城市建设

用地

A
公共设施用地 7.48 11.25

A1 行政办公用地 2.75 4.14
A2 文化设施用地 4.73 7.11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21.85 32.87

B1 商业用地 12.83 19.30
B3 娱乐康体用地 9.02 13.57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24.84 37.36

S1 城市道路用地 18.90 28.43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5.94 8.94

U

公用设施用地 12.31 18.52
U1 供应设施用地 4.53 6.81
U2 环境设施用地 5.88 8.84
U3 安全设施用地 1.90 2.86

城市建设用地 66.48 100.00

规划用地汇总表

类别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面积（公顷） 占总面积比例（%）
大类 中类 小类

建设用地 H
建设用地 86.13 3.28

H11 城市建设用地 66.48 2.53
H22 公路用地 19.65 0.75

非建设用

地
E

非建设用地 2541.57 96.72
E1 水域 69.54 2.64
E2 农林用地 2472.03 94.08

总用地 总计 2627.70 100.00

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各项用地规划指标如下：

1、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

规划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行政办公和文化娱乐等类型。行政办公用地（A1）2.75ha，

位于管理服务区。文化设施用地（A2）4.73ha，主要包括森林科普体验馆、广州城市森林生

态石门定位观测站、保健植物配送站和森林书吧，均位于国际森林康养板块。

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主要包括商业用地和娱乐康体用地。商业用地（B1）达 12.83ha，规

划在管理服务区和个服务小区、服务点建设住宿、购物、餐饮等类型的服务设施。娱乐康体

用地（B3）达 9.02ha，规划在亲水拓展区、下天池亲水休闲板块建设水上运动设施，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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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康养板块建设康体设施以及在其它板块设置康体设施。

3、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主要包括城市道路用地和其他交通设施用地。城市道路用地（S1）

主要是指森林公园内的主干道、次干道、部分支路和广场用地，规划建设 18.90ha。其它交通

设施用地（S9）是指公园内的停车场等用地，规划建设 5.94ha。

4、公共设施用地（U）

公共设施用地主要包括供应设施用地、环境设施用地和安全设施用地。规划建设供应设

施用地（U1）4.53ha，包括供水、供电、供燃气等设施用地。规划建设环境设施用地（U2）

5.88ha，包括雨水、污水、固体废物处理等环境保护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规划建设安全

设施用地（U3）1.90ha，包括消防站等设施用地。

5、非建设用地（E）

包括水域及农林用地，总计 2541.57ha，其中水域 69.54ha，农林用地 2472.03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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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质量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 96.8%，整体环境质量优良，主要体现在空气质量良

好、地表水水质状况优良、土壤环境质量优良、森林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质量

高，森林公园周边的村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等方面。

森林公园内空气质量良好：公园内大气细菌含量极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

灰尘含量极低，远远优于《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I类标准，园内的空气负离子含量很高。

地表水水质状况优良：园区内水体水质的 PH值、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各重金属

含量、非离子氨等指标均低于国家标准。

土壤环境质量优良：土壤环境质量达到国家（GB15618—1995）一级标准。

森林资源丰富：森林公园内植被茂密、特征典型，森林活立木蓄积量为 279301 m3，拥

有华南地区保存最为为完好的一片原始次生林。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内保存着复杂和稳定的生态系统，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在此

栖息、繁衍，珍贵动物有白颈长尾雉、蟒蛇、水獭、穿山甲、白鹇、小灵猫等 20多种；公园

内有野生维管植物约 183 科、698 属、1403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0 种，国家重点 II

级保护植物 15种。森林植被主要以壳斗科锥属（米锥、罗浮锥等）、木兰科厚叶木莲、樟科

华润楠等树种为主要建群种。此外，公园内保存有完整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顶级森林群落、

堪称全国一绝的天然禾雀花群落以及广东天然分布最大红花荷林群落。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评估

（一）对生态系统影响

由于建筑物的增加和人类活动的频繁，除森林保育板块外，其它板块内原有生态系统的

能流、物流及物种流均有可能发生一定变化，人工生态系统特征增强，系统外能流、物流输

入将增大，系统稳定性降低，尤其在综合服务管理板块、国际森林康养板块以及其他板块景

点及景区周边。

园内施工及运营期间对动植物资源会产生一定影响。景区内道路、建筑及服务配套设施

等需占用土地，造成工程地类增加，部分地段不能原地复绿，动植物生存空间缩小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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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空间较小，并且避免涉及到野生动物迁徙或栖息场所。运营期间，少数游客可能产生随

意践踏植被、攀折花草，惊吓鸟兽的行为。施工车及游客可能会携带引进部分外来有害物种，

产生一定的生态风险。

随着施工建设活动尤其是旅游活动的开展，园内游客量及工作人员数量增加，旅游餐饮

设施增加，生产、生活用火增加，游客吸烟、野炊等违禁用火现象增加，火险发生几率较以

前增加。如若发生森林火灾，将对园内生态环境造成强烈破坏性影响。

园内景区及景点建设除利用本地树种外，将从外引进大量苗木，病虫害可能乘机而入，

游客携带的水果、包装木箱等也可能带入病虫害。

公园内旅游设施的建设和人员的流动，势必改变部分原生态环境，打破以往稳定健康的

森林生态系统平衡。

（二）对水环境影响

建设项目施工期间破坏地表植物，裸露地表面积增加，易产生水土流失现象

公园内地表水主要汇入园内 6座水库，施工期间的施工废水、施工形成的裸露土壤、建

筑垃圾及运营期间餐饮住宿设施及厕所等产生的生活废水、生活垃圾、游客随意抛弃的固体

废弃物容易造成水质污染和淤积。在台风天、强降水天气及水库来水期，雨洪易将部分垃圾

和泥沙带入水库，轻微污染水质和淤积库容。在石门溪流活动区及下天池亲水拓展区由于游

客水上活动频繁，更易产生影响。

（三）对声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作业区集中于公园内部，且由于在国际森林康养板块和综合管理板块存在较大

型的管理与服务设施，建设期间可能会涉及到强噪声设备，影响周围声环境平衡。运营期间

园内客流量及车流量增大，车辆车速过大及喇叭鸣笛，游客集中活动地段高峰客流量时期，

园内瞬时音量增加。由于夜间住宿设施增加，夜间游客活动增加，产生新的声环境影响。

（四）对大气环境影响

施工期间容易产生大量扬尘，其产生与影响有时间性，随着施工的结束而自行消失。一

般气象条件下，建筑施工扬尘的影响范围在围墙外 200m以内。

园区内多自驾车，会产生一定的汽车排放尾气，但产量均较小，对整个公园的环境空气

质量产生的影响较小。园区内餐饮设施会产生一定的厨房油烟，主要集中在综合服务管理板

块，以及国际森林康养中心、清凉树屋等部分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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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自然景观影响

旅游开发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原始自然地貌的改变。公园需要建设及改造的道路、建筑、

管道等工程建筑；施工期间会暂时性产生一定的视觉破坏；人工栽植苗木、花草等也将影响

自然风貌，创造出新的自然景观。公园内部分景点从纯粹的自然景观转变为自然地貌与人工

地貌结合的混合地貌。其中以综合服务管理板块内人工地貌的比例最高。

（六）对乡土文化影响

旅游开发及活动过程中，进一步发扬当地的果林农作文化，也会引进新的康养生态文化。

游客也可能带来不同的旅游习惯。

三、采取对策措施

（一）水土保持措施

施工期间应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降低水土流失强度和水土流失量，从而避免由此带

来的不良影响。要求建设项目在施工前必须提交完整的水土保持设计方案，并通过相关部门

审批。施工期间务必针对性地严格落实防治水土流失的排水工程、拦沙工程、边坡支护工程

和应采取的生物措施，以有效控制区域水土流失带来的环境及生态影响。合理安排施工期和

施工单元，降低水土流失风险和施工面的裸露时间及面积；在周边布置临时排水系统避免发

生严重的水土流失；设置临时拦渣坎、挡土墙、排水沟，拦截泥沙；建筑材料和表土临时堆

放场所，应做好围挡和覆盖，避免雨水直接冲刷。

（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点与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区保持一定距离，要求管理及服务设施、道路改造等工

程占地进行控制，最大限度减少区域生物量损失。此外，施工过程中要避开珍稀植物和受保

护动物的分布区域，不存在占地毁林的直接途径。

注重本地物种，以保护培育原始次生林和生态公益林为重点，适当突出典型森林群落的

特征；在动物生境上，保护动物的栖息地环境，维持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能量流动，保持

生态系统内生命组分具备的调节和控制功能。

 植物保护

对园区内濒危物种进行就地保护，划定各类保护地域。对环境脆弱地段的游步道两侧设

立护栏或木栈道等防护措施，避免游人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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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限定施工活动范围，减少植被的破坏，将建设占用的灌木移植到指定地点，实行挂

牌保护。道路、建筑、景点等建设要特别注意对重要植物的避让和保护。在某些特殊的建设

中应该以可逆为原则，避免破坏不可再生的景观资源。

在植物景观改造时，对密度过大的群落进行择伐，让次生乔灌木得以充分发育。加强对

绿色植物系统的维护，如灌溉、施肥等。

对游客、员工进行植物保护知识的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植物的自觉性。

 野生动物保护

采取保护动物生境和保护重要动物单体相结合的保护措施。施工期间，预留必要的动物

通道，并严格控制噪音的等级，尤其避免在晚上进行大规模的施工作业。

运营期间将针对性划定动物保护范围，禁止对受保护动物任何形式的捕猎、杀害，保护

生物资源，保证对濒危动物的影响为较低水平。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施工期间临时废水沉淀池和化粪池的建设，严禁废水随意排放，落实文明施工的管

理约定，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周边水环境影响。施工期建设临时性施工营地，配备施工废水

沉淀池、化粪池等。由于施工产生的废水必须经施工废水沉淀池沉淀后，进行回用与施工场

地洒水；生活污水则必须经环保厕所处理达标后，作为周边植被的营养源，实现废水资源利

用。

运营期间对公园入口、景区、景点等地设置的公共厕所、餐饮设施、住宿设施排放的生

活污水统一收集，排入公园污水管网，并由相应的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置，污水排放必须符合

《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收集生活污水，污水不与园区水的土壤介质发生直接接

触，对园区内水资源无污染影响。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制，防止错接乱接现象发生；用水器具

优先选择节水型用具，减少废水排放量；禁止在水源涵养林附近采用农药、化肥、病虫害控

制物等。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措施

施工期间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

界噪声限值》（GB12523-90）的要求；为减少噪声对野生动物和林场居民的惊扰，采取改进

设备、围护隔震等一系列减噪技术防止噪声污染的措施，选择低噪音的机械设备；避免在同

一时间集中使用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对施工车辆造成的噪声影响要加强管理，运输车辆禁

止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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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整合设置道路两侧植物带，降低交通的环境噪声污染程度；进入景区的车辆严

禁鸣笛，限制车速；对产生噪声的各类服务业噪声污染源严格执行噪声标准，必要时可适当

提高标准。

（五）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施工区域与非施工区域之间按照标准设置分割设施，加强对建筑施工围墙外

200m以内范围及运输道路的及时清扫和洒水，加强施工管理，减少扬尘影响；规制施工车辆

的尾气排放；在大风天气冲洗出场车辆，运输车辆加盖篷布，防护扬尘。

在森林公园运营期间严格控制景区的机动车数量，严格管制排气量不合格的车辆；鼓励

游人在园区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森林公园内餐饮单位必须设置油烟处理系统，废气经净化

达到排放标准后，通过专门烟道进行排放。废气排放口避免朝向项目敏感点和周围敏感点，

符合《餐饮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HJ554-2010）的相关要求。

（六）固体废弃物处理及处置措施

施工期间工程挖方与填方尽量平衡，土方挖填在园区充分消化，不进行土方外运；对施

工中产生的垃圾，应集中堆放，有条件的应在施工场所建筑材料堆放地及垃圾堆放地周围建

立简单的防护带，防止垃圾散落，并及时清运；对于危险废弃物，必须定期交送有资质的专

业部门处理，如废油漆、废涂料等。

运营期间垃圾处置日产日清；园内设置分类垃圾回收箱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回收；配置

清洁人员及时清扫、集中，运送到垃圾处理厂处理，减少降雨产生的面源污染源；随门票发

放垃圾回收袋，加强环保宣传，鼓励游客自觉带走垃圾。

（七）自然景观与乡土文化保护措施

规划建立在与自然景观相和谐的前提上，对新建的景点、服务设施等要限制高度和体量，

建筑只能从属于山林，密度宜疏不宜密，体量宜小不宜大，造型要与森林景观融为一体，如

国家森林康养中心、银针茶社、清凉树屋村等，对其建筑形制和外形设计进行审核和限制，

做到新建景点或服务设施不破坏原有地文、水文和植物景观；对改造的景点和服务设施，如

塘仔人家和公共厕所等要积极融入自然景观中，所以运营期间原则上不会与自然景观相冲突。

施工期间由于建设施工会暂时性产生一定自然景观视觉影像，加强对施工过程、设备、

施工人员管理，严格避免造成自然景观不可修复的伤害。

建筑设施、服务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应积极融入当地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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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开发过程中对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采

取调整、避让、补偿和恢复措施加以控制。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森林公园建设项目施工和运营期间，污染物排放不得超

过规定的排放标准。要对环境指标进行检测，及时发现生态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避免生态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61

第十五章 投资估算

一、估算依据

国家森林公园投资估算包括景点、服务设施、道路、给排水、供电、通讯、保护工程、

绿化建设等单项工程费用，以及附属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器具购置费、建设单位管理

费、人员培训费、办公用具购置费、勘察设计费和不可预见费。估算时间为 2017～2026年。

1、建安工程费

（1）国家和地方相应的政策、法规；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3）；

（3）《全国统一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广东省综合单价表》；

（4）植物景观工程按原林业部有关标准及参照当地同类工程实际造价确定。

同时依据广东省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定额及综合

单价表。园林工程按《广东省仿古建筑及园林绿化工程预算定额》，并结合当地现行物价水平，

以及参考国内类似工程的费用标准分析确定。

2、设备

设备购置费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3、其它费用

按单项工程估算值的 3％估算，包括勘察设计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

勘察设计费：依据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

（计价格﹝2002﹞10号）；

工程监理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

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号）。

建设单位管理费：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

394号）；

4、不可预见费

按直接工程费与其它费之和的 5%计取。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62

二、投资估算

根据国家相关工程预算规范，结合广州市当地情况，估算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投资预

算为 11.69亿元，其中近期投资 4.097亿元，中期投资 4.723亿元，远期投资 2.864亿元。具

体从景区及景点建设、资源与环境保护、基础工程、工程编制建设等其他费用等方面分别进

行投资估算。

表 15-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内容
单

位
数量

单价

（元）

投资

（万

元）

其中

备注
近期 中期 远期

一.景区及景

点建设
55242 12531

2803
3

1465
8

综

合

服

务

管

理

板

块

小计 4460 3750 710 0

入口服

务管理

区

大门改造 50 50

游客服务中心建设 m2 600 3000 180 18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星级宾馆改造 m2 1400 3000 420 42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商务会议中心改造 m2 1400 3000 420 42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900 2000 180 120 60

园林景观改造升级 600 600

植物景观提升 m2 27339 120 328 328

知青农

场

知青宿舍重建 m2 5000 2000 1000 750 250

知青博物馆建设 m2 115 3500 40 4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炮楼修复 m2 210 1500 32 32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银针茶园扩植 m2 10000 300 300 300

银针茶社建设 m2 1000 2500 250 250

游客交

通枢纽

区

塘仔民居改造升级 m2 200 2000 40 40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

改造
m2 2100 2000 420 300 120

塘仔绿

色果蔬

基地

配套服务建筑建设

（餐饮）
m2 200 2000 40 40

绿色果蔬基地建设 m2 40000 40 160 160

国

际

森

林

小计
17190 5170

1003
0

1970

国际森

林康养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m2 12500 8000 10000 3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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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森林康养保健

园建设
m2 20000 600 1200 1200

森林科

普体验

馆

森林科普馆建设 m2 800 4000 320 320

城市森

林生态

石门定

位观测

站

改造升级 m2 750 2000 150 50 100

国际森

林浴场

植物景观提升 m2 17500
0

200 3500 1500 1500 500

空中栈道建设 600 600

游步道建设、提升工

程
200 100 100

保健植

物配送

站

改造升级 m2 1200 1000 120 120

森林书

吧
森林书吧建设 m2 3000 1000 300 300

水植园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300 2000 60 60

水植园景观提升 m2 18000 100 180 160

古树园
古树景观维护与提

升
m2 22000 100 220 100 80 40

翠竹园 翠竹景观建设 m2 16000 100 160 160

天池花

海

花海景观升级 m2 30000 50 150 50 50 5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300 1000 30 30

桃

源

谷

森

林

体

验

板

块

小计 5858 1263 4247 348

清凉树

屋村

树屋建设工程 m2 10000 3000 3000 300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1200 2000 240 240

植物景观提升 m2 20000 200 400 300 100

森林疗

养服务

站

金鸡水电站改建成

疗养服务站
m2 500 2000 100 100

世外桃

源自然

疗愈园

桃源人家改造 m2 100 1000 10 5 5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花田人家建设 m2 200 1000 20 18 2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四季自然疗愈园建

设
m2 20000 200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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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花廊等游步道、

观景平台建设
120 120

芙蓉栈道升级 230 23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景区入口改造提升 20 20

桃花溪涧恢复建设 180 18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400 2000 180 180

植物景观提升 m2 64800 100 648 200 200 248

红枫湖

森林浴

场

游步道建设、提升工

程
m2 3000 500 150 15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120 2000 24 24

沿线植物景观提升 100 100

景观亭建设 处 2
18000

0
36 36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石

门

溪

涧

探

幽

板

块

小计 11188 618 9350 1220

石壁龙

桥

空中轨道建设 处 1
10000
0000

10000 9000 1000

水云涧茶社建设 m2 600 2500 150 150

配套设施用房建设 m2 600 2000 120 120

石门幽

谷

游步道建设、提升工

程 m2 21000 100 210 160 50

石门三

绝

石门三绝植物景观

提升
300 180 120

大指背水电站改造

工程
60 60

沿溪亲水空间打造 60 6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340 2000 68 68

水科驿

站

森林与水科普站建

设
m2 600 3000 180 18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200 2000 40 40

自

然

教

育

板

块

小计 2596 1000 1516 80

枫林红

叶观赏

区

枫林红叶植物景观

提升
22500 200 450 350 100

插旗顶观景台建设 处 1
25000
00

250 25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300 2000 60 60

禾雀飞

舞鸣幽

谷

入口景观提升 40 40

禾雀花植物景观提

升
m2 20000 200 400 200 200

雀鸣声疗浴场建设 400 40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300 2000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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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映

山品种

园

杜鹃植物景观提升 m2 13000 200 260 180 80

休憩服务设施建设 60 60

荷颜月

色莲花

湖

莲花湖植物景观提

升
m2 12000 200 240 240

亲水栈道 60 6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200 2000 40 40

芳香植

物认知

园

芳香植物种植专区

打造
m2 13000 200 260 26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80 2000 16 16

下

天

池

亲

水

休

闲

板

块

小计 2760 390 1530 840

滨水慢

行道

环湖廊道建设 m2 76000 200 1520 350 1170
根据已有

规划估算

环湖湿地景观打造 600 300 30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200 2000 40 40

亲水拓

展区

亲水区建设 500 50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200 2000 40 40

静之洲

亲水驿

站

亲水驿站建设 m2 300 2000 60 60

广

州

之

巅

风

光

板

块

小计 11190 340 650
1020
0

广州之

巅

观景平台及纪念石

柱建设
600 600

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m2 200 2500 50 50

天王石

径

登山步道建设 m2 6000 400 240 240

休息点等服务设施

建设
m2 500 2000 100 100

驴友驿

站
驴友驿站建设 100 100

空中画

廊

游览缆车建设 处 1
10000
0000

10000
1000
0

科普展示带建设 m2 2000 100 100

二．资源与

环境保护
20000 6600 6700 6700

森林资源的

保护与培育

古树名木保护、森林防火工程、防护站建设、

病虫害防治、森林防护设施、蓄水池建设等
6000 2000 2000 2000

珍稀野生动

植物的保护
动植物救治、监测点建设、招鸟工程等 2000 600 700 700

水文、地文、

人文等资源

的保护

山体地质灾害治理、公路地质灾害治理、大

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水文环境监测点建设

等安全工程及抢险工程

6000 2000 2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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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改造等

森林景观升

级

育林造林、林分改造等 6000 2000 2000 2000

三．基础设

施及配套设

施

25667 16250 6067 3350

道路交通及

配套设施

主干道、游步道等建设及提升 5000 5000

生态停车场

建设及提升
39400 220 867 700 167

观光车系统 1000 800 200

环卫设施
垃圾桶、垃圾处理站、厕所、医疗救援服务

等卫生设施及人员配备
2500 1500 600 400

通信设施 通信基站等建设 600 300 300

给水工程 给水站、给水管道等工程 1000 700 300

排水工程 排水管道、污水处理站等工程建设 1200 750 300 150

供电工程 变电站、输电线等工程建设 2000 2000

标识导览系

统

智慧导览系统，交通、安全、科普、景点等

标识导览设施，科普宣传栏、宣传册，导览

团队建设等

5000 2200 1500 1300

智慧管理系

统

全园安全监控、智慧门票系统、计算机网络

等
4500 1500 1500 1500

购物、娱乐

设施
购物、娱乐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2000 800 1200

四.工程编制

管理等其他

费用

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编制可

行性研究报告、评估项目建议书、工程勘察

费、工程设计费、预算编制费、工程保险费、

环境影响咨询服务费、招标代理服务费、施

工图审查费等

10389 3638 4180 2571

五.预备费 （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5% 5564 1951 2249 1364

合计
11684

2
40970

4722
9

2864
3

备注： 入园森林景观大道未纳入投资预算。

三、资金筹措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项目的开发与建设，具有依托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

投资额度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决定了开发建设旅游项目一定的投资风险由于项目建设所需

资金巨大，为了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遵循“分期建设、滚动发展、逐步完善”的原则，

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同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制定引进资金的优惠政策，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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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坚持本地化原则，适当引进外部资金参加旅游项目的投资建设。

（1）政府投入

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东省林业厅、国家林业局等对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的基建性投资，以完善公园内的基础设施、服务接待设施、环保设施等。同时公园也

应积极申请财政转移支付、国家和省内专项基金等各种政策。在建设初期，政府投资的资金

是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基础建设的有力保障。

（2）招商引资

吸引资金雄厚的优质战略投资者加入，使项目较为迅速启动运作，共同把项目做好做大。

引入战略投资者可解决短期现金流的不足，迅速实现项目的启动，化解和分散了一定的风险。

（3）银行融资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情况下，银行贷款始终是企业生产经营所需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石

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发展获得银行资金的支持必不可少。森林公园向银行借贷需要考虑自身情

况，避免给森林公园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同时，森林公园还可以通过成立旅游开发公司进

行银行贷款开发。

（4）租赁融资

融资租赁又称设备租赁或现代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或绝大部

分风险和报酬的租赁。资产的所有权最终可以转移，也可以不转移。融资租赁除了融资方式

灵活的特点外，还具备融资期限长，还款方式灵活、压力小的特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缆

车、汽车营地、空中栈道等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可以通过租赁设备的方式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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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效益评估

一、生态效益评估

（一）生态效益评估方法

（1）净化大气环境

森林具有提供负离子、吸收污染物（吸收 SO2、吸收氟化物、吸收氮氧化物）和滞尘等

功能，通过吸收、同化、吸附、阻滞等形式，净化大气污染物，改善环境质量，保障人

类健康。

① 吸收二氧化硫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森林对二氧化硫的吸收能力，按平均值为 215.6

千克/ha·年测算，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委 2003年第 31号令《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

算方法》，北京市二氧化硫排污费收费标准为 1.2元/kg。应用公式：

U 二氧化硫=K 二氧化硫Q 二氧化硫A

式中：U 二氧化硫—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价值（元／a）；

K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的治理费用（元／kg）；

Q 二氧化硫—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二氧化硫量[kg／(ha·a)]；

A—林分面积（ha）

② 吸收氟化物

参照北京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结果：阔叶林的吸氟能力约为 4.65千克/ha·年，针叶

林约为 0.50千克/ha·年，取其平均值为 2.58千克/ha·年。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委

2003年第 31号令《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方法》，北京市氟化物排污费收费标准为 0.69元

/kg。应用公式：

U 氟化物=K 氟化物Q 氟化物A

式中： U 氟化物—林分年吸收氟化物价值（元/a）;

K 氟化物—氟化物的治理费用（元／kg）；

Q 氟化物—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氟化物（kg·hm-2·a-1）;

A—林分面积（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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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吸收氮氧化物

环境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主要包括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而一氧化氮易被氧化成二氧化氮，

因此二氧化氮成为评价环境空气质量的控制指标之一。据韩国科学技术处（1993）测定，每

ha 林木的吸收量为 6.0kg。吸收氮氧化物的价格，采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污收费标准的筹资

型标准的平均值 1.34元/千克。应用公式：

U 氮氧化物=K 氮氧化物Q 氮氧化物A

式中： U 氮氧化物—林分年吸收氮氧化物价值（元/a）;

K 氮氧化物—氮氧化物的治理费用（元／kg）；

Q 氮氧化物—单位面积林分年吸收氮氧化物量（kg·hm-2·a-1）；

A—林分面积（hm-2）。

④ 阻滞粉尘

粉尘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指标之一，植物特别是乔木对烟灰、粉尘有明显的阻挡、过滤和

吸附作用。采用吸收能力法评估森林生态系统阻滞粉尘的功能价值，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

国情研究报告》，针叶林的滞尘能力为 33.2 t·hm-2，阔叶林的滞尘能力为 10.11 t·hm-2，取其

平均值为 21.66 t·hm-2，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部委 2003年第 31号令《排污费征收

标准及计算方法》，一般性粉尘排污费收费标准为 0.15/kg。应用公式：

U 滞尘=K 滞尘Q 滞尘A

式中： U 滞尘—林分年滞尘价值（元/a）；

K 滞尘—降尘清理费用（元／kg）；

Q 滞尘—单位面积林分年滞尘量（kg·hm-2·a-1）；

A—林分面积（ha）。

⑤ 杀菌减噪

杀菌减噪的功能价值一般采用总价值分离法进行估算，按照造林成本或森林生态价值的

一定比例（10%～20%）进行折算，可以应用公式：

U 降噪=Aqp(d+e)

式中：U 降噪—森林杀菌减噪的总功能价值（元/年）；

q—林木单位面积蓄积量（m3/ha）；

p—造林成本，参考成本价为 240.03元/ m3；

d、e—森林杀菌、减噪价值占森林总生态功能价值的比例系数，一般取 20%和 15%；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70

A—林分面积（ha）。

⑥ 提供负离子

参照《中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当空气中负离子超过 600个/cm3时将有益于人体

健康，根据市场上生产负离子的成本来折算林分年提供负离子的货币价值。计算公式为：

U 负离子=5.256×1015×A×H×K6(Q6-600)/L

式中：U 负离子—林分年提供负离子价值（元/年）；

H—林分的平均高度（m）；

K6—负离子生产费用（元/个）；

Q6—林分中负离子浓度（个/ cm3）；

L—负离子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min）；

A—林分面积（ha）。

根据中国浙江省台州科利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适用范围 30 cm2（房间高 3m）、功率为

6瓦、负离子浓度 10万个/ cm3、使用寿命为 10年、价格 65元/个的 KLD-2000型负氧离子发

生器而推断，负离子寿命为 10分钟，每生产 1018个负离子的成本为 5.8185元。森林中以乔

木为主，根据实测结果，取乔木林平均高度 7m估算林分平均高度。负离子浓度取平均值 4000

个/ cm3。

（2）降温

森林可调节城市小气候，通过降温增湿对缓解“热岛效应”造成的高温干热气候起到

重要作用。从化区地处低纬度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气候特征是气候温和，雨

量充沛。其价值可用替代成本法估算，即减少空调的耗电费用来衡量城市森林调节气候

功能价值。

该价值可以用空调调节温度所耗电能价值来替代，计算公式为：

U 降温=Kt D 温 T 空调M 空调 C

式中：U 降温
—森林年均调节温度的价值（元/年）；

Kt—森林调温空间（m3，一般以5m为高度乘以森林面积）；

D温
—无林区与有林区日平均温度差的绝对值（℃）；

T空调
—该区域年均使用空调的天数（天/年）；

M空调
—空调调温能力，即每立方米空间每天调温1℃所耗的电量（度/ m3·摄氏

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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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单位电费（0.5653元/度）。

据调查，有林地的日平均气温至少要比外界低 1.7℃，根据以上评估方法和公式，一般面

积为 14.4 m2、层高为 3m的居民用房，平均每降温 1℃，需要用电 1度左右，即空调降温能

力约每立方米空间每降温 1℃需要耗费用电 0.02315度，该区域年均使用空调的天数取 195天。

（3）固碳释氧

森林生态系统通过植物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与大气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固定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同时释放氧气，对维持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氧气的动态平衡，减缓温室

效应，以及提供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选用固碳和释氧 2个指

标反映此指标。

① 固碳价值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阔叶林固定二氧化碳量为 37.5t/(ha·a)左右，针

叶林为 29.3t/(ha·a)左右，取平均值为 33.4 t/(ha·a)。二氧化碳中碳的含量为 27.27%，根据瑞典

碳税法，碳价格 150美元/t，以 1美元折合 6.8775元人民币（按 2016年 12月汇率计）计算

固碳效益。

② 释氧价值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阔叶林释放的氧气为 27.3t/(ha·a)左右，针叶林

为 21.3t/(ha·a)左右，取其平均值为 24.3 t/(ha·a)。以工业制氧成本 400元/t计算释氧效益。

（4）涵养水源

森林生态系统有“绿色水库”之称，通过对降水的截留、吸收和贮藏，将地表水转为地表

径流或地下水，具有极大的涵养水源的能力。在此采用调节水量和净化质节水量和净化质 2

个指标来反映森林的涵养水源效益。

① 年调节水量价值

森林生态系统年调节水量价值根据水库工程的蓄水成本（替代工程法）来确定。根据目

前国内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水量平衡法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森林的现实年水源涵养量。调节

水量价值计算公式为：

U 调=10C 库A（P-E-C）

式中：U 调—林分年调节水量价值（元/a）；

C 库—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元/m3）；

P—降水量（mm/a）；

E—林分蒸散量（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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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地表径流量（mm/a）

A—林分面积（ha）。

② 年净化水质价值

由于森林在调节水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净化了水质，所以森林生态系统每年净化水量

就是调节的水量，因此，计算公式为：

U 水质=10KA（P-E-C）

式中：U 水质—林分年净化水质价值（元/a）；

K—水的净化费用（元/t）；

P—林外降水量（mm/a）；

E—林分蒸散量（mm/a）；

C—地表径流量；

A—林分面积（ha）。

参数取值：

林外降水量：从化年平均降雨量为 2100mm。

林分蒸散量：根据研究，林分蒸散量约占降水量的 60%。

地表径流量：林地地表超渗径流很小，忽略不计。

水库建设单位库容投资：根据 1993-1999年《中国水利年鉴》平均水库库容造价为 2.17

元/m3，2005年价格指数为 2.816，即得到单位库容造价为 6.1107元/t。

水的净化费用：根据广东中心城区现行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民用水 0.95元/t；特种行业

用水 2.00元/t；其他行业用水 1.40元/t，取其平均值，则平均污水处理价格为 1.45元/t。

（5）保持水土

森林中活地被层和凋落物层的存在，消弱了降水对表土的冲击和侵蚀，同时还提高了土

壤的肥力。通过减少土壤侵蚀、年保肥价值两个指标来计算广东市森林保育土壤的价值。

① 减少土壤侵蚀

据测算平均每 ha 森林年保土达 22.5~30吨，按下限值 22.5 吨计算，石门森林公园森林

面积 2542.51ha，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 5.72万吨。挖取每吨泥沙费用 1.5元/吨计算，每年可

获得保土价值 8.58万元。

② 年保肥价值

土壤流失带走了大量营养物质，主要有土壤有机质、全氮、全磷和全钾，根据年减少土

壤侵蚀量中 N、P、K量换算成化肥价值得到森林年保肥价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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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肥=A(X2-X1)（NC1/R1+PC1/R2+KC2/R3+MC3）

式中：U 肥—林分年保肥价值（元/a）；

N—林分土壤平均含氮量（%）；

P—林分土壤平均含磷量（%）；

K—林分土壤平均含钾量（%）；

M—林分土壤有机质含量（%）；

R1—磷酸二铵化肥含氮量（%）；

R2—磷酸二铵化肥含磷量（%）；

R3—氯化钾化肥含钾量（%）；

C1—磷酸二铵化肥价格（元/t）；

C2—氯化钾化肥价格（元/t）；

C3—有机质价格（元/t）。

土壤侵蚀模数：根据研究，我国有林地土壤侵蚀模数分布为阔叶林 0.5t/(ha•a)，针叶林

7.8t/(ha·a)。根据广东省地区土壤侵蚀量估算与评价研究，广东省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

10.08t/(ha•a)，无林地土壤取其平均值 20.55t/(ha•a)。

根据《广东省土壤肥力监测总结》得知，得出土壤平均全氮含量为 1.35g/kg、全磷为

1.06g/kg、全钾为 18.8g/kg，土壤有机质含量 25.9g/kg。

土壤平均容重：土壤平均容重为 1.327t/m3。

肥料价格：采用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2014年冬季平均价格，磷酸二铵化肥价格 2900

元/t；氯化钾化肥价格 2250元/t；有机质价格 350元/t。根据化肥说明，磷酸二铵含氮量 14%，

磷酸二铵含磷量 15.01%，氯化钾含钾量 50%。

（6）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① 遗传信息的功能价值评估

采用康斯坦萨等人的评价系数，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森林的遗传信息价值给予估算。

按照康斯坦萨等人的研究结果，单位面积森林每年提供的基因价值为 41美元/ha，按现今美

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1：6.8775计算森林公园的森林的遗传信息价值。

② 生物栖息地价值评估

现有资料表明，森林采伐造成的游憩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损失达 400美元/ha，全球社会

性对保护森林资源的支付意愿为 112美元/ha。按现今美元对人民币平均汇率 1：6.8775计算

公园的森林生物栖息地价值，社会对保护森林资源的意愿价值以上两项价值相加，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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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功能总价值。

（二）生态效益评估结果

根据前面森林生态效益估算可得，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每年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为 1.97亿元。

表 16-1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总量

项目 效益（万元）

净化大气环境

吸收二氧化硫 65.79

2434.04

吸收氟化物 0.45

吸收氮化物 2.04

阻滞粉尘 0.83

杀菌减噪 2346.42

提供负离子 18.51

降温 调节温度 5.52 5.52

固碳释氧
固定二氧化碳 0.94

1.91
释放氧气 0.97

涵养水源
年调节水量价值 13052.68

16149.93
年净化水质价值 3097.25

水土保持
减少土壤侵蚀 8.58

184.33
年保肥价值 175.75

生物多样性保护
遗传信息功能价值 71.70

967.13
生物栖息地价值 895.43

总计 19742.86

二、社会效益评估

（一）调整周边产业结构

目前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以第一产业为主，包括农业、林业等。通过森林公园规划建设，

优化原有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这将有利于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经营，促进产

业转型，从而提高环境质量，达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平衡，进入可持续发展。

（二）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保护与开发，将为当地创造较多的劳动就业岗位。其创造的直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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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会包括各类管理、各类服务设施、环境卫生、邮电营业、交通客运、景点经营等多方面

的就业岗位。创造的间接就业岗位包括旅游纪念品的经营、自办饮食住宿接待服务等。

（三）提高当地经济收入

旅游业将慢慢成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今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产业。旅游业是朝阳产业、

无烟工业，将带动相关的交通、餐饮、住宿、服务、购物等行业发展，为当地财政和村民致

富创造巨大收益。

（四）满足人民的旅游和游憩需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重新回归大自然，接触大自然。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的旅游升级开发将为广州及周边市民乃至广东省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森林康养和森

林休闲场所。

（五）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通过促进当地及周边居民的就业，使其成为生态文化和环保素养提升

的第一线，也使其对本地乡土文化和资源更加自信。同时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的开展

有助于游客接受环境教育，提高生态文化意识和森林康养意识。

三、经济效益评估

（一）建设资金构成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投资预算为 11.69亿元，其中近期投资 4.097亿元，中期投资 4.723

亿元，远期投资 2.864亿元。

（二）经营收入与可变资本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经营收入主要来自门票、住宿、购物、饮食、娱乐等旅游服务收入。

本着边建设、边经营的原则，2017年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建设。待前期建设完毕后，森林公园

的旅游收入将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增长。现根据广州和临近区域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情况，

综合分析预测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消费水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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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年经营收入估算表（单位：元/人次、万人次、万元）

序号 项目

单价 年均游客规模
游客

比例

年经营收入

近

期

中

期

远

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1 门票 40 60 80 74.23 100.07 117.74 100% 2969.2 6004.0 9418.9

2 住宿 150 200 250 74.23 100.07 117.74 20% 11134.5 20013.3 29434.2

3 娱乐 20 40 60 74.23 100.07 117.74 40% 1484.6 4002.7 7064.2

4 购物 50 100 120 74.23 100.07 117.74 50% 3711.5 10006.7 14128.4

5 餐饮 60 60 80 74.23 100.07 117.74 60% 4453.8 6004.0 9418.9

6 其它 20 40 60 74.23 100.07 117.74 90% 1484.6 4002.7 7064.2

合计 25238.2 50033.3 76528.8

表 16-3 年可变成本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可变成本率
可 变 成 本

近期 中期 远期

1 门票 25% 742.3 1501.0 2354.7

2 住宿 50% 5567.3 10006.7 14717.1

3 餐饮 65% 965.0 2601.7 4591.7

4 购物 45% 1670.2 4503.0 6357.8

5 娱乐 25% 1113.5 1501.0 2354.7

6 其它 40% 593.8 1601.1 2825.7

合计 10652.0 21714.5 33201.7

（三）经营成本

经营成本包括可变成本、经营管理费。其它的按可变成本与管理费的和的 10％计算。项

目年经营成本详见表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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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4 年经营成本估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年经营成本

近期 中期 远期

可变成本 10652.0 21714.5 33201.7

管理费 5047.6 10006.7 15305.8

其它 1570.0 3172.1 4850.8

合计 17269.6 34893.2 53358.3

（四）税金及附加费估算

根据国家政策和有关部门规定，旅游业开发不计投资方向调节税，只征收营业税，城市

建设维护税、教育附加费和所得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年税金计附加费估算结果详见表

16-5。

表 16-5 年税金及附加费估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年税金及附加费

备注
近期 中期 远期

1、营业税 1261.9 2501.7 3826.4 营业收入的 5%

2、城建税 88.3 175.1 267.9 营业税的 7%

3、教育附加 50.5 100.1 153.1 营业税的 4%

小计 1400.7 2776.9 4247.4

（五）利润估算

表 16-6 项目年利润估算表（单位：万元）

项目 近期 中期 远期 备注

项目收入 25238.2 50033.3 76528.8

经营成本 17269.6 34893.2 53358.3

税金及附加 1400.7 2776.9 4247.4

利润 6567.9 12363.2 18923.2

所得税 985.2 1854.5 2838.5 按利润的 15%

净利润 5582.7 10508.8 16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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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敏感性分析

项目到远期之后实现盈利，可能影响到该项目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有：营业收入、经营成

本和投资额等，运用单因素敏感项分析（变化 1次，变化率幅度 5%），重点选取营业收入、

经营成本和投资额三项加以分析，结果如表 16-7所示，项目对营业收入和经营成本两个不确

定因素的敏感程度较高。因此，在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经营中应合理加大投资，加强管理，

控制成本，同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旅游吸引力，吸引游客，实现不断创收，使得建设项目

有较强的竞争和抗风险能力。

表 16-7 不确定因素对财务内部收益率的影响

项目 因素名称 变化率 财务内部收益率 影响幅度 敏感度系数

规划方案 -11.23%

变动方案

投资额
+5% -15.17% -3.94% 5.20
-5% -7.05% 4.18% 11.86

营业收入
+5% 3.40% 14.63% 86.13
-5% 3.40% 14.63% -86.13

经营成本
+5% -28.06% -16.83% 11.99
-5% -0.40% 10.83% 5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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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分期建设规划

本规划建设时序共分为三期。近期为2017-2020年；中期为2021-2023年；远期为2024-2026

年。

一、近期建设目标及重点建设工程

（一）近期目标

近期（2017-2020年）：确立国际森林康养基地、清凉避暑胜地、广州市第一高峰的特色

亮点。

（二）近期重点建设工程

1、资源与环境保护

（1）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培育

结合林场森林经营方案和相关规划，有计划地继续推进生态公益林、景观林培育等生态

保育措施。重点对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内的生态景观林进行改造提升、补植套种等。

（2）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对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古树名木等珍稀植物和珍稀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长期监测。落实

古树名木的保护标志说明牌的制作和展示，同时将这些古树名木纳入监测系统。对珍稀动物

生境进行保护。

（3）水文、地文、人文等资源的保护

对森林公园内水文、地质、人文等其它资源进行保护。包括对上天池、下天池、红枫湖、

莲花湖等水库湖区及溪流进行环境修复和生态保护，并设立水质监测点。做好生态文化、红

叶文化、果林文化景观的保护。在重点区域设立空气质量监测点、噪声监测点。

2、景区及景点建设

近期内需要完成的主要项目包括：建成森林景观大道；完成入口景观改造；实现登顶广

州市第一峰；建成广州市森林科普体验馆；建好特色森林游憩步道；开展石莲幽谷栈道建设

项目、天王石径建设项目等。近期其他重点工程详细建设时序见表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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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建设科普标识解说系统。完善综合服务场所及其配套设施。开始合作建设园外游客服务

基地。完成两个服务中心的建设，即公园入口处游客服务中心、国际森林康养中心的游客服

务中心。配套近期需要建设完成的景区和景点，完成服务区建设，包括红枫湖、下天池、插

旗顶服务区。配套近期建设的景区景点完成这些景区景点内部和之间的机动车道路、自行车

道路、游览步道和各停车场的建设。完成石门石灶景区的连贯步道，实现全园贯通。

4、基础设施建设

配套近期需要建设完成的景区景点和服务设施，建设完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综合服

务管理板块、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板块、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国际森林康养

板块的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电信工程及相应环卫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依据上述建设任务分期和已有规划情况，近期（2017年—2020年）需完成或部分完成的

重点项目概括如下：

表 17-1近期部分重点项目

近期部分重点项目及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1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二

期）

新建约 7900 米长森林消防通道，并设置满足不同徒步需求的游

览线路；新增休息平台 9000 平方米，设置瞭望台 7 座、双层瞭

望台 1 座、森林消防管理房 1 个、救护站 1 个、公共厕所 1 个、

生态消防车停放处 2000 平方米、安全警示牌 20 个、景点标识

牌 4 个、指示牌 11 个及其他附属配套设施等；生态修复、林相

改造 22800 平方米。

2018 年

2
广州市大岭山

林场防火演练

场建设

新建 2 个防火演练场，一个位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大门外，与

入口广场相接，面积约 12600 平方米；另一个位于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园区内，主车道东侧，面积约 60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场地平整，土方开挖，植草砖铺装，场地绿化，建设消

防车道、公建设施、挡土墙、电气工程和给排水工程等。

2018 年

3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莲花湖景

区升级改造

1、莲花湖周边区域升级改造，包括增加步行径、观景台等配套

设施等；2、杜鹃园景点升级改造，包括增加杜鹃花品种、增加

游步道及其配套设施和完善标识系统；3、禾雀花景点升级改造，

增加休息亭、步行径和生态停车场。

2019 年

4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桃花源景

点升级改造

1、恢复桃花源景点原有溪涧，修复自然驳岸，兼顾安全性和观

赏性。2、改造原有游步道和桃源人家等设施，增加配套服务设

施。3、突出主题,打造四季花景。4、在红枫湖景点增加原石步

径和塑木栈道等，并增加配套设施。

2019 年

5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下天池环

湖绿道及基础

1、利用环湖消落带，按照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对比赛场地的规

定，建设 6 公里长自行车道，滨水区域建设慢行步道。2、规划

配套基础设施，包括生态停车场、两个结合驿站建设的 3A 公共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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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重点项目及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配套设施建设

工程

卫生间等。3、结合旅游规划，完善园区形象标识和标识系统规

划。4、开发“环湖慢行，原色生活 ”主题旅游产品，和森林

康养运动精品游览线路。5、生态修复，林相改造。

6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炮楼附近

山体滑坡治理

工程（预备项

目）

石门公园绿化广场后方的山体，延伸至坡腰的炮楼，宽度以目

前的新建的绿化广场游客中心为中心两侧各延伸 200m。面积约

100000m2。
内容：依据勘查、调查的结论，初步拟定钢筋混凝土挡土墙、

抗滑桩、截水沟、排水沟、注浆等工程措施对此边坡进行综合

治理

2019 年

7
公园观光车停

靠站建设（预备

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在公园景区内建设 7 个观光车停靠站台。 2020 年

8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石灶景区

升级改造（预备

项目）

（1）按照 5A景区的相关要求增加并完善下天池-森林浴场观

景平台、步行径、景观亭等配套设施；增加动植物展区等科普

设施，丰富游览内容。（2）完善石灶花海中间岛和古树园的配

套设施，增设景观亭及步行径等。(3)石灶花海区域自动喷淋系

统改造。（4）对周边区域进行绿化景观提升改造。

2020 年

9

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道路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

沥青加铺工程

（预备项目）

为了提高石门森林公园的整体形象，改善园区道路的行车安全，

减少噪音，对全园区域内主干道路加铺沥青砼结构层，达到路

面柔化，并对道路开挖沟槽埋设管线、做好道路两旁进行绿化

景观修复和提升。路线全长约为 27 公里，路面面积约 150750
平方米。

2020 年

10

大岭山至良平

村道路改造工

程(温泉镇大岭

山段) （预备项

目）

申报依据：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平衡；促进沿

线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开支内容：本项目选址在从化区良口

镇良平村至大岭山林场内县道 X934。设计起点桩号为

K2+931.486，设计终点桩号为 K5+690.930，路线全长 2.759km，

路基宽度 6.5m，设计速度为 15~20km/h。本项目对原有旧路进

行升级改造，路面结构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共设置桥梁 39m/1
座，共设置涵洞 9 道。

2019 年

11

2017 年大岭山

林场森林碳汇

工程

为加快推进生态景观林带、森林碳汇、森林进城围城三大林业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确保花城绿化任务的完成，实施 2017 年大

岭山林场森林碳汇工程，营造以观叶、看型的树种为主，建设

多效益的碳汇森林 1500 亩。建设期限共 3 年，每年改造 1500
亩低效残次林。项目支出内容包括项目施工，设计，监理，招

投标和管理费，项目施工包括：林地清理，整地挖穴，树种选

择、配比，回土与基肥，苗木种植，补植，抚育管理。其中抚

育管理包括除草松土，追肥，专人管理。

2018 年

12

广州市大岭山

林场森林防火

基础设施建设

（预备项目）

广州市大岭山林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包括建设容积为

70m³钢筋混凝土结构消防蓄水池 3座，建筑规模为 2层结构，

每栋建筑面积约为 250㎡的消防队伍营房 2座。
2019 年

注：以上为近期已批复立项或已送审项目及部分未送审或新增项目，表中项目名称与送审项目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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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建设目标及重点建设工程

（一）中期目标

中期（2021-2023年）：形成一定的森林康养、森林避暑游憩、环境教育三方面的国内与

国外影响力。

（二）中期重点建设工程

（1）资源与环境保护

改造林相，提升景观林品质；建设防火林网。利用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对风景林进行有

效管理。利用 3S（RS、GPS、GIS）以及物联网、无线互联新技术新手段，建立石门国家级

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地理信息系统。继续坚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做好其长

期监测工作和监测管理系统维护。完善水文、生态环境等的保护监测系统，保护园内各水域

面积，防治水污染，重点关注溪涧周边的自然环境保护。在重点区域设立空气质量监测点、

噪声监测点，包括国际森林康养板块、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块内的主要景

点。

（2）景区及景点建设

中期内需要完成的主要项目包括：建设并稳步运营国际森林康养中心，实现特色的康养

植物配送与特色的疗养服务，并建立起设施与服务完善的国际森林浴场；提升广州之巅的观

景与徒步道建设水平；建成具有广泛服务功能的森林游憩场所。积极塑造森林康养文化品牌，

以文化开发促进人文保护。

（3）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形成全园完善的科普标示解说系统，完成园外游客服务基地建设。配套中期需要建设完

成的景区和景点，完成 1处服务区建设，即石壁谷龙桥服务区，完成服务点建设，包括塘仔、

天堂顶服务点。自助服务站主要分布在天王石径沿线及石门溪涧探幽板块。提升各主干道及

游览道等的沿线景观。

（4）基础设施建设

配套中期需要建设完成的景区景点和服务设施，建设完成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综合服

务管理板块、插旗顶植物观赏板块、下天池亲水板块、桃源谷森林体验板块、国际森林康养

板块、石门溪涧探幽板块、广州之巅风光板块的给排水工程、电力工程、电信工程及相应环

卫工程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83

表 17-2中期部分重点项目

中期部分重点项目及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1
石门森林公园石门

电站升级改造工程

在新址新建发电厂房、新安装程控化发电机组和升压站设

备，将原有的引水渠改为压力管道引水发电。
2022 年

2
35kv 桃岭输电线路

更新改造工程

将线路全线的导线拆除，将原有的 18 米电杆拆除，在原址

上更换型号为 35k-lf41、呼高为 18 米的铁塔，新架设 1 回

型号为 LGJ-240/30 导线和 LGJ-70/30 导线为线路避雷线。

2021 年

3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知青文化区建设工

程

1、对旧炮楼进行修复和加固，增加知青文化宣传廊。2、
修建公园入口到松英红叶区的旅游步行径，增加休息亭等

配套设施。3、规划生态停车场。4、完善景点形象标识和

标识系统。5、对炮楼周边进行绿化升级改造，形成有人文

内涵的绿化景观。对周边植被进行生态修复和梳理。

2021 年

4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石门景区景观升级

改造

按照 5A 景区的相关要求，对石门香雪园、李树园及回收果

园等区域进行景观升级改造，包括景观树种改造、增加观

景平台、步行径、景观亭等配套设施；增加动植物展区等

科普设施，丰富游览内容。

2022 年

5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森林体验馆建设工

程

依托石门公园自然资源景观本底，在石灶毛竹林区域建设

森林体验馆，包括室内科普展示区、室外教育步道、森林

体验活动区域等，并配套智能森林解说系统等服务设施。

2022 年

注：以上为中期已批复立项或已送审项目及部分未送审或新增项目，表中项目名称与送审项目名称一致。

三、远期建设目标及重点建设工程

（一）远期目标

远期（2024年-2026年）：成为以康养、游憩、科普为核心价值构成的世界级森林公园的

典范。

（二）远期重点建设工程

（1）资源与环境保护

调整树种结构；改造过熟林林分，增强公园植被的自然性、稳定性和观赏性。继续坚决

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做好其长期监测工作和监测管理系统维护。加强对园区内水

域及水质监测，防治污染。完善水文、生态环境等的保护监测系统。进一步推进生态文化、

森林康养文化等人文认同，以文化开发推动人文保护。

（2）景区及景点建设

远期需要完成的主要项目包括：完成空中画廊建设；完成各类森林疗养服务站建设；完

成生态定位站建设等。维护及完善升级各类景区景点，完成各功能小区的全部建设内容。

（3）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

184

完善全园各类旅游服务设施，打造全园科普教育解说体系及品牌。

（4）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全园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园智慧管理系统。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规划项目建设工程期限一览表详见表 17-3 。

表 17-3景区及景点建设内容建设分期表

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建设时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备注
2017
～

2020

2021
～

2023

2024
～

2026

外部

交通

从莞深高速出口-石门森林公园大

门口入园森林景观大道
√

综合

服务

管理

板块

1.入口服务

管理区

游客服务中心 √

星级宾馆及商务会

议中心
√

植物景观提升改造 √

伟岸石门 √ 近期内完成森林公园大门改造

2.知青农场

知青农场 √ √
计划在近期内开展知青博物馆建

设工程

银针茶社 √

百年炮楼 √

防火演练场 √
计划至 2017 年完成广州市大岭山

林场防火演练场建设

3.游客交通

枢纽

交通枢纽 √ √
计划至 2018 年初步建成观光车系

统

塘仔人家餐饮中心 √

塘仔民居 √

4.塘仔绿色果蔬基地 √

国际

森林

康养

板块

1.国际森林

康养中心

国际森林康养中心 √ √

户外森林康养保健

园
√

2.森林科普体验馆 √

3.城市森林生态石门定位观测站 √ √

4.保健植物配送站 √

5.森林书吧 √

6 国际森林浴场 √ √

7.天池花海 √
计划至 2017 年完成石门国家森林

公园天池花海照明配套设施工程

8.古树园 √

9.翠竹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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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建设时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备注
2017
～

2020

2021
～

2023

2024
～

2026

10.水植园 √

桃源

谷森

林体

验板

块

1.清凉树屋村 √

2.森林疗养服务站 √

3.世外桃源

自然疗愈园

景区入口改造 √

桃花溪涧 √
计划至 2019 年完成桃花溪涧恢复

工程

桃源人家 √
计划至 2019 年完成桃源人家建设

工程

四季自然疗愈园 √

休憩花廊 √
计划至 2019 年完成休憩花廊建设

工程

芙蓉栈道 √
计划近期内完成芙蓉栈道升级建

设工程

4.红枫湖森

林浴场

红枫红叶景观林 √

遮阳避雨亭 √

沿湖游步道 √
计划近期开展红枫湖沿线木栈道、

原石步径建设工程

石门

溪涧

探幽

板块

1.石壁龙桥

空中轨道 √
计划近期内开展空中观光小火车

建设

水云涧茶社 √

石莲幽谷步行道 √
计划至 2018 年完成石莲幽谷栈道

建设工程

2.石门幽谷
石门幽谷 √ √

三仙会天堂 √

3.石门三绝

石门香 √ √

石门峭 √

石门美 √

4.水科驿站 √

广州

之巅

风光

板块

1.广州之巅 √

2.空中画廊 √

3.天王石径 √
计划至近期内完成天王石径登山

步道建设

4.驴友驿站 √

插旗

顶植

物观

赏板

1.枫林红叶

观赏区

枫林红叶 √ √ √

插旗顶景观台 √

2.禾雀飞舞

鸣幽谷

禾雀飞舞景点入口 √

雀鸣声疗浴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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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内容

规划建设时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备注
2017
～

2020

2021
～

2023

2024
～

2026

块 3.杜鹃映山品种园 √ √

4 荷颜月色莲花湖 √
计划至 2019 年完成莲花湖景区升

级改造工程

5.芳香植物认知园 √

下天

池亲

水休

闲板

块

1.滨水慢行

道

环湖廊道 √ √ 计划至 2020 年建设完成环湖绿道

湿地 √ √

2.亲水拓展区 √

3.静之洲亲水驿站 √

森林

保育

板块

1.垂直地带性森林群落保育区 √ √ √

2.原始次生林保育区 √ √ √

3.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保育区 √ √ √

四、建设建议

（一）建设直达公园大门的景观大道

建议：建设高速出口——石门森林公园大门口的森林景观大道。

该森林景观大道作为外部进入石门森林公园的第一印象通道，在建设形式与景观配置方

面充分体现自然的特征，能够提升石门森林公园整体形象与显示度，并成为带动周边区域共

同发展提供主体串联线。

（二）健全以桃源镇为范围的石门森林公园周边服务与景观项目的统一性

建设引导规范

建议：将沿线温泉镇纳入综合管理

在镇内对接各项为公园服务的建设项目，解决公园门口及沿线的乡村景观与农家乐的整

体提升与标准化管理问题，逐步建立健全石门森林公园与周边协同发展的模式与统一性建设

引导规范，最终使石门公园与周边区域成为能够共同提升与繁荣的有机整体。

（三）建立灵活的用地指标置换政策

建议：灵活处理公园用地指标

在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进行全园的用地指标清查，采用灵活的用地指标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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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措施，保证公园进一步提升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建设用地。

（四）完成公园资源及其格局的清查

建议：展开公园主要景观资源及其空间格局的调查

进行全园范围内的植物景观及其空间分布格局的调查，补全目前森林公园该方面基础资

料缺乏的短板，使公园的资源与开发潜力得到更为深刻的认知，为后期科学的、高水平的建

设提供夯实的基础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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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实施保障措施

一、管理运营机制

（一）法律法规保障

严格执行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级森林

公园管理办法》、《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把

森林公园管理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加强森林资源、林地和森林旅游的管理。

（二）政府主导，行政整合，统一管理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管理和建设由广州市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森林公园管理

包括日常的基本建设、运营、监督、检查、规划的实施、投融资运营等，重大事务提交广州

市林业和园林局常务办公会商议。

（三）组织机构科学设置，合理分工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现与大岭山林场管理处为同一套管理班子，按从事公益处级事

业单位管理，目前内设办公室、林管科、护林防火办。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在旅游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建立相对稳定的森林旅游管理体

制和人员编制，以保证规划方案实施和经营管理的连续性。下设综合科、保护管理科、科研

宣教科、森林旅游经营科：综合科负责党政、资源、治保、科技、职称、财务、后勤等；保

护管理科负责营林生产、森林防火、林业保护、林政管理；科研宣教科负责生态文化科普宣

教、科研管理等；森林旅游经营负责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及服务等。还可下设森林旅游服务

公司。可根据特殊项目成立专门性工作小组。

管理处可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采取更为适

应当地情况的具体组织机构。

（四）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是实施保障措施中很重要的一环，要加强社会参与平台的建设工作。

1、社会参与强调以社会民间团体为重点，加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社会参与平台的建设；

加强与相关旅游协会、酒店住宿协会、体育运动协会、教育机构、产品加工推广协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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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2、建立并形成公众能够参与的上下沟通的新平台，促进管理标准的制定。

（五）积极招商引资，实施多种运作方式

由林业局、公园管理处牵头招商引资，引入旅游开发公司作为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综合保

护与开发的投融资主体，主要职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积极招商引资，吸引社会资金，为石

门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综合开发提供资金保障。在实际运营中，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森林公

园拥有管理权，负责对森林公园的开发、协调、整合等进行管理。经营权则交由旅游开发公

司，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景区进行市场化经营，同时其经营行为也受到公园管理处的限制，

防止滥开发，对森林公园造成无可挽救的破坏，最终实现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的旅游可持续经

营发展。

二、人力资源开发

（一）加强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提高现有管理人员科技水平，加大对森林公园管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培养森林旅

游人才形成包括景区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等多旅游行业在内的不同层次的旅游人才引

进机制。同时加强对当地居民的人才培养，争取做到既能培养所需人才又能解决当地就业。

（二）重视科研、科教、科普、科技人员的引进和培训

科研人员：加强与省、市科技单位的技术合作，培养或引进科研人员常驻，利用独有条

件加强科研实力。

科教人员：与专业森林疗养师、科教人员合作。

科普人员：进行科普人员培训，引导当地居民成为大众科普员工或志愿者。

科技人员：森林公园智慧管理系统的经营与维护，引进信息化专业人才。

大力引进受过正规教育的科教科普人员，同时大力培养熟悉公园本底的各种科普实践者。

在发展科普人员队伍的同时，要重视对科普人员的技能培训，有效提高其科普知识水平和科

普辅导能力。

森林公园的经营管理也必须有科技支撑保障，引进或培养科技人才，经营森林公园智慧

管理系统，实现旅游信息化、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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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成梯队式人才结构

梯队建设应分为专家库、高级管理者、技术骨干及一般从业者四层。

专家库采用特聘、顾问及名誉市民形式；高级管理者通过选拔培训的方式进行专业知识

考核；技术骨干培养以基层实践工作者以及林业、旅游专业人才，做好与相关高校的人才培

养衔接工作，对口引进人才；一般从业者包括服务人员、保安、保洁工人等基础性工作人员，

需求量大，从周边社区及当地居民中招聘、培训。

（四）设置激励和竞争机制，保持人才队伍活力

建立合理薪酬与绩效评估机制，给予优秀人才奖励的方式激励，留住专业人才和技术骨

干；采取科学竞争机制，调动从业人员的成长积极性，促进其自身能力提升。通过以上措施，

调动人才的行业积极性。

（五）提高周边居民及从业人员素质

引导周边社区和当地居民积极加入公园旅游工作中，承担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成为公园

旅游的一张内在名片和重要的流动形象。因此要求提升其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旅游服务意

识，培养其对当地乡土文化和森林本底知识的了解，营造全园服务的旅游服务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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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状况调查报告

1 调查目的和依据

1.1 调查目的

为了掌握森林公园生态现状，对影响森林公园生态质量的几项重要因子进行调查，并对

其进行分析和评价，为总体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1.2引用标准

1.2.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2.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1.2.3 安培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防护规定（GBJ8－74）

2 生态现状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2627.7 h㎡，其中有林地面积 2542.51 h㎡，水域面积 56.98 h㎡，

森林覆盖率 96.8%。具有良好森林生态系统，森林净化空气、吸污降噪功能优越，大气、水体、

土壤的自净能力强。通过对公园内的水质、空气中的负离子、空气中的微生物、放射性物质辐

射剂量、环境噪声、空气温湿度的测定，测定结果表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质量良好，

适宜开展森林旅游活动。

2.1 水环境现状

2018年 5月 18日对公园内地表水进行抽样检测，所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详见地表水检测报告），已达到建设森林公园的水质要求。

2.2 空气环境现状

2.2.1 环境空气质量

2018年 05月 18日对公园内环境空气进行抽样检测，所检测各项指标均符合《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详见环境空气检测报告），已达到建设森林公园的环境空气要求。

2.2.1 空气负离子

空气负离子浓度是森林公园环境质量主要评价目的之一，也是反映空气清洁度的重要指

标。负离子的降尘、灭菌、清洁空气、增强人体能活力及防治疾病的功能，有益于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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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某些植物放出有益于人们身体健康的萜稀类香气能使人心情开朗、精神愉快。2018 年 7

月 1日，用日本 ANDES ITC－201A空气负离子测定仪分别对公园内不同的地点的空气负离子

状况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公园内负离子浓度均在 3000个/cm3以上，平均达到了 6737个/cm3，

在银链瀑布的负离子浓度最高达到 23200个/cm3(详见广州石门森林公园空气负离子浓度测定

报告)。根据单极系数和安培空气质量评价指数，石门国家森林公园空气质量均为 A级（最清

洁），达到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建设要求，因此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是人们旅游、休闲、

健体的理想之所。

2.3 放射防护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射防护规定》GBJ8—74中居民的年吸收剂量率为 5000μSv，可

知公园内γ辐射属正常本底值范围，符合国家标准，适宜开展森林旅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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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常见植物名录

PTERIDOPHYTA 蕨类植物门

P2 Lycopodiaceae 石松科

石子藤石松（老虎须） Lycoposium casuarinoides Spreng

铺地蜈蚣（垂穗石松） L. cernnum

石 松 L. clavatum

哈氏石松 L. hamiltonii Spreng

千层塔石松 L. serratum Thunb.

P3 Selaginellaceae 卷柏科

深绿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einii Hieron

翠云草 S. uncinata (DeSV.)Spring

P5 Equisetaceae 木贼科

纤枝木贼（笔管草） Equisetum debile Roxb.

P9 Angiopterdaceae 莲座蕨科

福建莲座蕨（观音坐莲） Angiopteris fokiensis Hieron

P11 Osmundaceae 紫萁科

紫 萁 Osmunda japonica Thunb

华南紫萁 Osmunda vachellii Hook

P12 Plagiogyraceae 瘤足蕨科

镰叶瘤足蕨 Plagiogyria distincissima Ching

P13 Lygodiaceae 海金沙科

海金沙 Lygodium jaopnicum (Thunb.)SW.

小叶海金沙 L.scamdens(L.)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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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Gleicheniaceae 里白科 

芒 箕 Dicranopteris dichotoma Bernh.

中华里白 Dicranopteris chinensis (Ros.)Ching.

P16 Hymenophyllaceae 膜蕨科

路 蕨 Mecodium badium (Hook.et Grev.)Copel

P19 Dicksoniaceae 蚌壳蕨科

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ntz (Linn.) J.Sm.

P21 Lindsaeaceae 鳞始蕨科

鳞始蕨 Lindsaea cultrata (Willd.)SW.

乌 蕨 Stenoloma chusana(L.)Ching

P22 Davalliaceae 骨碎科

阴石蕨 Humata repens (L.f.) Dieis

肾 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L.)Presl

P25 Pteridaceae 凤尾蕨科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L.)Kuhn.

刺齿凤尾蕨 Pteris dispaer Kze

蜈蚣草 Pteris vittata

P26 Sinopteridaceae 中国蕨科

粉背蕨 Aleuritopteris farir (Forch.)Fee

P28 Gymnogrammacerae 裸子蕨科

华南凤蕨 Conigramme austr-chinensis Ching

P30 Athyriaceae 蹄盖蕨科

边生短肠蕨 Allantodia contermina (Christ)Ching

双盖蕨 Diplazium donianum (Mett)Fard.-Blot

P32 Aspleniaceae 铁角蕨科

长叶铁角蕨 Asplenium prolongatum Hook

狭翅铁角蕨 A.wrightii Eaton

P33 Therperiaceae 金星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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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蕨 Abacopteris aspera (Presi)Ching

戟叶圣蕨 Diotyocline segittifolia Ching

异子毛蕨 Cyclosorus heterocarpus (Bl.)Ching

金星蕨 Parathelypteris glandlifera (Kze.)Ching

P34 Blechnaceae 乌毛蕨科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a Linn.

狗 脊 Woodwardia japonica Sm.

苏铁蕨 Brainea insignis (Hook.)J.Sm

P37 peranemaceae 球盖蕨科

鱼鳞蕨 Acrophorus stipellatus (Wall.)Moore

P38 Cyatheaceae 桫椤科

大桫椤 Cyathea gigantea (Wall.)Holtt

黑桫椤 C.podophylla (Hook.)Copel

P39 Dryopteridaceae 鳞毛蕨科

中华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chinensis (Ros.)Ching

细裂复叶耳蕨 A.festina (Hce.)Ching

阔鳞毛蕨 Dryoptoris champi oni (Benth.)C.Chr.

异盖鳞毛蕨 D.decipiens (Hook.)O.Ktze

P40 Aspidiaceae 三义蕨科

狭翅铁角蕨 Asplenium wrightii Eaton

P45 Polypodiaceae 水龙骨科

线 蕨 Colysis elliptica (Thunb.)Ching

骨牌蕨 Lepidogrammitis rostrata (Bedd.)Ching

鳞瓦韦 Lipisorus oligolepidus (Bak.)Ching

江南星蕨 Microsorium fortunei (Moore)Ching

友水龙骨 Polypodium ainoenumWall.

石 韦 Pyrrosia lingua (Thunb.)Farwell

P47 Grammitidaceae 禾叶蕨科

两广禾叶蕨 Grammitis lasiosora (Bl.)Ching

P49 Vittariaceae 书带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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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叶书带蕨 Vittaria zosterifoliaWilld

长叶书带蕨 V.elongata SW.

SPERMATOPHYTA 种子植物门

GYMNOSPERMAE 裸子植物亚门

G7 Pinaceae 松科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Lamb.

G8 Taxodiaceae 杉科

杉 Cunninghamia lanceolata(lamb.)Hook.

G9 Cwpressaceae 柏科

福建柏 Fokienia hodginsii(Dumm)Henry Thomas

G10 Podocarpaceae 罗汉松科

长叶竹柏 Podocarpus fleuryi Hickel

罗汉松 Podocarpus macrophyllus (Thunb.)D.Don

竹 柏 P.nagi Piig

G11 Taxaceae 红豆杉科

穗花杉 amentotaxus argotaenia (Hee.)Dilger

G12 Gnetaceau 买麻藤科

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Markgr.

小叶买麻藤 G.parvifolium (Warb.)C.Y.Ching

ANGIOSPERMAE 被子植物亚门

DICOTYLEDONEAE双子叶植物纲

1 Magnoliaceae 木兰科

荷花玉兰 Magnolia grandiflora L.

长叶玉兰 M.paenetalauma Dany

木 莲 Maglietia fordiana Oliv

厚叶木莲 M.pachyphylla Chang

深山含笑 Michlia maudiae D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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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木 Tsoongiodendron odorum Chrm

2A Illiciaceae 八角科

红花八角 Illicium dunnianum Tutch

小花八角 I.micranthum Dunn

厚皮香八角 I.ternstroemioides Sm

2 Schisandraceae 五味子科

南五味子 Kadsura longipeaunculata finet et Gaghep

8 Annonaceae 番荔枝科

假鹰爪 Desmos chinensis Lour.

瓜馥木 Fissistigma oldhamii(Hemal.)Merr.

斜脉暗罗 Polyalthia plagioneua Diels

光叶紫玉盘 Uvaria boniana Finet Gagnep

11 Lauraceae 樟 科

光叶黄肉楠 Aetinodaphno aeuminataMoissn

广东琼楠 Beiischmiedia fordii Ounn

厚叶琼楠 B.percoriaceae Allen

毛 桂 Cinnamomum appelianum Schewa

阴 香 C.burmanni (Nees)Bl.

樟树（香樟） C.camphora(L.)Presl

黄 樟 C.porrectum (Roxb)Kosterm

粗脉樟 C.validinerve Hance

厚壳桂 Cryptocarya chinensis (Hance)Hemsl

秦氏厚壳桂 C.chingii Cherry

黄果厚壳桂 C.concinna Hance

丛花厚壳桂 C.densiflora Bl.

粗皮厚壳桂 C.lenticellata Lee

陈氏钓樟 Lindera chunii

香叶树 L.communis Hemsl

广东钓樟 L.kwangtungensis (Liou)Allen

华南钓樟 L.nacusua (D.Don)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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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药 L.strychnifolia Vill

尖叶木姜子 Litsea acutivene Hayata

木姜子（山苍子） L.cubeba (Lour.)Pers.

潺槁木姜 L.glutinosa (Lour.)C.B.Rob

广东木姜 L.kwangtungensis Chang

豺皮樟 L.rotundifolia (Nees) Hemsl

短序润楠 Machilius breviflara Hemsl

华润楠 M.chinesis Hemsl

广东润楠 M.kwangtungensis Chum

建 楠 M.oreophila Hance

红 楠 M.thunbergii Sieb.et Zucc

金叶新木姜 Neolitsea aurata (Hayata)Merr.

假肉桂 N.levineiMerr.

显脉新木姜 N.phanerophlebiaMerr.

三叶新木姜 N.playfavii

紫 楠 Phoebe sheareri

15 Ranuncuraceae 毛茛科

山木通 Clematis armandi Franch

毛柱铁线莲 C.meyenianaWalp.

21 Lardizabaraceae 木通科

假荔枝 Stauntonia chinensi DC.

椭圆叶野木瓜 S.elliptica Hance

白叶野木瓜 S.glaucaMerr.

23 Menrspermaceae 防已科

粉叶轮环藤 Cyclea hypoglauca(Schau)Diels

夜花藤 Hypserpa nitidaMiers

细圆藤 Pericampylus glaucus(Lam.)Merr.

24 Aristolochiaceae 马兜铃科

广防己 Aristolochia fangchiWu ex Chow Hwang

圆叶细辛 Asarum candiferum 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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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iperaceae 胡椒科

巴威山胡椒 Piper bavinum C.DC.

山 蒌 P.hanceiMaxim.

29 Saururaceae 三白草科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Thunb.

30 Chroranthaceae 金粟兰科

草珊瑚（九节菜） Sarcandra glabra (Thunb)Nakai

36 Capparidaceae 白花菜科

尖叶槌果藤 Capparia acutifolia Sweet

40 Violaceae 堇菜科

蔓茎堇菜 Viola diffusa Ging

亮叶堇菜 V.lucens Beckr

柔毛堇菜 V.prineipis Bois

堇 菜 V.vercunda A.Gray

43 Polygalaceae 远志科

球远志（金不换） Polygala glomerata Lour.

齿果草 Salomonoa cantoniensis Lour.

黄叶树 Xanthoxyllum hainanense Hu.

47 Saxifragaceae 虎耳草科

虎耳草（金钱吊芙蓉） Saxifraga stoloniferaMerrb.

57 Polygonaceae 蓼 科

金钱草 Antenoron filiforme (Thunb)Roberty et.Vautier

毛 蓼 Polygonum barbatum L.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L.

虎 杖 P.cuspidatum Sieb.et.Zucc.

辣 蓼 P.hydropiper Linn.

63 Amaranthaceae 苋 科

牛 膝 Achyranthes bidentata

72 Lythraceae 千屈菜科

圆叶节节菜 Rotala rotundifolia (Hem)Hoehne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附件

223

77 Onagraceae 柳叶菜科

草 龙 Jussiaea linifolia

81 Thymelaeaceae 瑞香科

白木香 Aquilaria sinensis(Lour.)Gilg

北江荛花（山棉皮） Wikstroemia monula Hance

84 Proteaceae 山龙眼科

小叶山龙眼 Helicia cochinchinensis Lour

网脉山龙眼 H.reticulataW.T.Wang

88 Pittosproaceae 海桐花科

光叶海桐 Pittosporum glabratum Lindi

93 Flacourtiaceae 大风子科

山桐子 Idesia polycarpaMaxim

长叶柞木 Xylosma longifolium Clos

广东刺柊 Scolopia saeva(Hce)Hance

94 Samydaceae 天料木科

嘉赐树 Casearia glomerata Roxb

毛叶嘉赐树 C.vinimbaMerr.

108 Theaceae 茶 科

黄端木 Adinandra millettii(Hook et A.)Benth

尾叶山茶 Camellia caudata

粗果茶 C.furfvarsea(Merr.)C.Stuart

油 茶 C.pleiferaAbel

红 淡 Cleyere japonica Thunb

米碎花柃（岗茶） Eurya chinensis R.Br.

岗 柃 E.groffiiMerr.

细齿叶柃 E.nitida Korth

大头茶 Gordonia axillaris

疏齿木荷 Schima remotiserrata Champ

荷 树 S. superba Gardn.et Champ.

厚皮香 Ternstroemia gymnanthera Spr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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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厚皮香 T.kwangtungensisMerr.

亮叶厚皮香 T.nitidaMerr.

薄瓣石笔木 Tutcheria greeniae Chun

小果石笔木 T.microcarpa Dunn

石笔木 T. spectabilis Dunn

108A Pentaphylacaceae 五列木科

五列木 Pentaphylax enryoides Gardn.et Champ.

112 Actinidiaceae 猕猴桃科

亨氏京梨 Actinidia callosa Lind.var.Henryi maxim

黄毛猕猴桃 A.fulvicoma Hamce

118 Myrtaceae 桃金娘科

岗 松 Baeckea frutescens L.

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Ait.)Hassk.

华南蒲桃 Syzygium austro-sinense Chang et Miar

红鳞蒲桃 S.hanceiMerr.et Perry

120 Melastomaceae 野牡丹科

柏拉木 Blastus cochinchinensis Lour

巨萼柏拉木 B.dunnianus Levl

野牡丹 Melastoma candidum.D.Don

地 稔 M. dodecandrum Lour.

多花野牡丹 M.polyanthum Bl.

123 Hyperiaceae 金丝桃科

黄牛木 Cratoxylum ligustrinum(Spach.)Bl.

126 Guttiferae 山竹子科

多花山竹子 Garcinia multiflora Champ

岭南山竹子 G.oblongifolia Champ

128A Elaeocarpaceae 杜英科

中华杜英 Elaeocarpus chinensis Hook.F.

杜 英 E.syvestris Poir

猴欢喜 Sloanea sinensis Hem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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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Sterculiaceae 梧桐科

两广梭办 Reevesia thyrsoidae Lindl

132 Malvaceae 锦葵科

木 槿 Hibiscus syriacus Linn.

135 Erythroxylaceae 古柯科

东方古柯 Erythroxylum kumthianum (Wall.)Kuntzo

粘 木 Ixonanthes chinensis Champ

136 Euphrbiaceae 大戟科

铁苋菜 Acalypha australis Linn.

红背山麻杆 Alchornae trewioides (Benth)Muell.

酸味子 Antidesma japonicum S.et Z.

重阳木 Bischofia jauanica Bl.

黑面神 Breynia fruticsa (L.)Hook.F.

毛果巴豆 Croton lachnocarpus Benth.

毛果算盘子（漆大姑） Glochidion eriocarpum Champ.

算盘子 G.pubervm(L.)Hutch

白背野桐（白背叶） Malltus apelta (Lour.)Muell.-Arg

毛 桐 M.barbatusMuell.-Arg

山乌桕 Sapium discolorMuell.-Arg.

油 桐 Vernicia montana Lour.

136ADaphniphyllaceae 交让木科

牛耳枫 Daphniphyllum calycinum Benth.

粉背交让木 D.glaucesens Bl.

虎皮楠 D.oldhami(Hemsl)Rosentb.

139 Escalloniaceae 鼠刺科

鼠 刺 Itea chirensis Hook.et Arn.

长圆叶鼠刺 I.chinensis HK.et Arn

厚叶鼠刺 I.coniaceaeWu

143 Rosaceae 蔷薇科

仙鹤草 Argimonia pilosa Led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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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石楠 Photinia beaurediana Sohneid

闽粤石楠 P.benthamiana (Hance)Merim.

石斑木 P. prunifolia Lindl

石 楠 P.serrulata Lindl

钟花樱 Prunus eampanulataMaxim

梅 P.mume Sied.et Zucc

桃 P.persica (L.)Batsch

李 P.salieina Lindl

棠 梨 Pyrus calleryana Lindl.var

臀形果 Pygeum topengiiMerr.

车轮梅 Raphiolepis indica (L.)Lindl

金樱子 Rosa laevigata Nichx.

粗叶悬钩子 Rubus alceaefolius Sm.

146 Mimosaceae 含羞草科

孔雀豆 Adeanthera pavonina L.

山合欢 Albizia kalkora (Roxb.)Prain

猴耳环 Pithecellobium chypearia Benth

亮叶猴耳环 Pithecellobium lucidum Benth.

147 Caesalpiniaceae 苏木科

阔裂叶羊蹄甲 Bauhinia apertilobataMerr.et Metealf

龙须藤 B.championi Benth

羊蹄甲 B.purpuea L.

春云实 Caesalpinia vernalis Champ

凤凰木 Delonix regia (Boj)Raf

格 木 Erythrophleum fordii Oliv

皂 荚 Geditsia sinonsis Lam

148 Papilionaceae 蝶形花科

南岭黄檀 Dalbergia balansae Prain

黄 檀 D.hupeana Hance

小槐花 Desmodium caudatum (Thunb.)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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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花山绿豆 D.laxum DC.

胡芦茶 D. triquetrum (L.)DC.

香花崖豆藤（山鸡血藤） Millettia dielsiana Harms ex Diels

亮叶崖豆藤（亮叶鸡血藤）M.nitieda Benth

尖顶红豆 Ormosia apiculata Chen

尖叶红豆 O.glaberrima

毛叶红豆（花榈木） O.henryi Prain

两广红豆 O.merrilliana L.Chen

软荚红豆 O.semicastrata Hance

苍叶红豆 O.semicastrata Hance f.Pallida How

木荚红豆 O.xylocarpa Chun ex L.Chen

野 葛 Pueraria lobata(Willd)Ohwi

151 Hamamelidaceae 金缕梅科

蕈木（阿丁枫） Altingia chinensis (Champ.)Oliv

蚊母树 Distylium racemosum Sieb.et Zucc.

秀柱花 Eustigma oblongifolium Garden.et Champ

红苞木（红花荷） Rhodoleia chempioni Hook.f.

大果马蹄荷 Simingtonia tonkinensis(Lec.)Steenis

尖叶丝梨 Sycopsis dunnii Hemsl

154 Buxaceae 黄杨科

宝地氏黄杨（拟） Baxus boainieri Levi

159 Myricaeae 杨梅科

杨 梅 Myrica rubra Sieb.et Zucc

161 Betulaceae 桦木科

光皮桦 Betula luminifera H.Wikl

163 Fagaceae 壳斗科

米锥（小红栲） Castanopsis carlesii(Hemsl.)Hayata

中华锥 C.chinensis Hance

甜 锥 C.eyrei(Champ.)Tutcl

白 锥 C.fabri 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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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 木 C.fargesii Franch

黎 蒴 C. fissa (Champ)Rehd et Wils.

毛 锥 C.fordii Hance

红 锥 C. hystrix DC.

吊皮锥 C.kawakamii Hayata

狗牙锥 C.lamontii Hance

苦槠锥 C.selerophylla Schott

钩粟锥 C.tibetana Hance

槟榔青冈 Cyclobalanopsis bella (Chum et Tsiang)Chun

钝叶青冈 C.camusae

黄背青冈 C.championii(Benth)Oerst

饭甑青冈（猪仔笠） C.fleuryi (Hick.et Canus)Chum

青 冈 C.glauca (Tub.)Oerst

小叶青冈 C.gracilis (R.et W.)Chang et T.Hong

美丽椆 Lithocarpus amaenus Chun et Huang

美叶椆 L.calophyllus Chun

金毛椆 L.chrysocomus Chun et Tsiang

烟斗椆 L.corneus (Lour.)Rebd

皱叶椆 L.dictyonenron Chun

厚斗椆 L.elizadethae (Dunn)Rebd

短穗青斗椆 L.fenestratus var.brachvearpus

椆 木 L.glaber(Thunb) Nakai

泡叶柯 L.haipingii Chun

多穗椆 L.polyststachyus (DC.)Rend

硬叶椆 L.synbalanus (Hance)Chun

紫玉盘叶椆 L.uvariifolius (Hamsl.)Rehd

麻 栎 Quercus acutissima Carr

165 Ulmaceae 榆 科

粗叶树 Aphanathus aspera (Thunb)Planch

朴 树 Celtis sinensis 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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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颜树 Gironniera subaeqaequlis Planch

狭叶山黄麻 Trema angustifolia Bl.

光叶山黄麻 T.cannbina Lour.

山黄麻 T.orientalis (L.)Bl.

榔 榆 Ulmus parviflia Jacq

167 Moraceae 桑 科

白桂木 Artocarpus hypargyreus Hance

大叶胭脂 A.nifidus Trec ssp.Lingnanensis ensis(Merr.)Janrt

二色菠萝密 A.styracifolius Pierre

胭 脂 A.tonkinensis A.Chev.et Gagn

构 树 Broussonetia papurifera Vent

柘 树 Cudrania tricuspidata(Carr)Bureau

水 榕 Ficus abeliiMiq.

高山榕 F.altissima Bl.

黄果榕 F.championi Benth

黄毛榕 F.fulva Reinw ex Bl

斜叶榕 F.gibbosa Bl

掌叶榕（五指毛桃） F.hirta Vabl

显脉榕 F.nervosa Heyne

青果榕 F. variegata Bl.var.Chlorocarpa

笔管榕 F.uirens Ait

黄葛榕 F.virens Ait.var Sublanceolata (Miq)Corner

169 Urticaceae 荨麻科

大叶苎麻 Boehmeria grandifoliaWedd

苎 麻 B.nivea (L.)Geud

平滑楼梯草 Elatostema laevigatum (Bl.)Hassk

蔓苎麻 Memorialis hirta (Bl.)Wedd

171 Aquifoliaceae 冬青科

梅叶冬青 Ilex asprena Champ

沙坝冬青 I.chapaensis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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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叶冬青 I.championii Loes.

苗山冬青 I.changiana Hu et Tang

越南冬青 I.cochinchinensis (Lour.)Lour.

凸脉冬青 I.editicostata Hu et Tang

米碎冬青 I.godajam(Oelebr)Wall

广东冬青 I.kwangtungensisMerr.

剑叶冬青 I.iancilimba Merr.

大果冬青 I.macrosarpa Oliv.

谷木叶冬青 I.memecylifolia Champ ex Benth

小果冬青 I.micrococoaMaxim

铁冬青（救必应） I.rotunda Thunb

三花冬青 I.triflora

厚叶冬青 I.tutcheriMerr.

173 Celastraceae 卫矛科

皮刺南蛇藤 Celastrus aculeatusMerr.

青江藤 C.hindsii Benth.

华卫矛 Euonymus chinensis Lindl.

179 Icacinaceae 茶茱萸科

甜果藤 Mappianthes iodoides Hand

海桐假紫龙树 Hothapodytes pittosporoides(Oliv.)Sleum

182 Olacaeae 铁青树科

青皮木 Schoepfia jasminodora Sieb.et Zucc.

185 Loranthaceae 桑寄生科

大苞寄生 Tolypanthus maelurei (Merr.)Danser

186 Santalaceae 檀香科

寄生藤 Henslowia frutescens Champ.

190 Rhamnaceae 鼠李科

多花勾儿茶 Berchemia floribunda (Wall)Bronga

铁包金 B.lineata (L.)DC.

枳 棋 Hovenia acerba Li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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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甲子 Paliurus ramosissimus(Lour.)Pior

黄 药 Rhamnus crenata Sied.et Zucc

雀梅藤 Sageretia thea(osbeck)M.C.Tohnst

翅核果 Ventilago leiocarpa Benth

191 Elaeagnaceae 胡颓子科

蔓胡颓子 Elaeagnus glabra Thunb.

193 Vitaceae 葡萄科

粤蛇葡萄 Ampelopsis cantoniensis (Hook.et Arn)Planch

异叶爬山虎 Parthenocissus neterophylla(Bl.)Merr.

三叶崖爬藤 Tetrastigma bemsleyanua Diels et Gilg

194 Rutaceae 芸香科

降真香 Acronychia pedunculata (L.)Miq.

酸 橙 Citrus aurantium L.

柑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三叉苦 Evodia lepta(Spreng.)Merr.

吴茱萸 E.rueaecarpa (Juss)Benth

山 桔 Fortunella hindsii (Champ.)Swingle

飞龙掌血 Toddalia asiatica(L.)Lam

勒 党 Zanthoxylum avicennae(Lam.)DC.

两面针 Z. nitidum(Roxb.)DC.

大叶臭花椒 Z.rhetsoides Drake

195 Simaroubaceae 苦木科

苦 木 Picrasma quassioides Benn

196 Bursraceae 橄榄科

橄 榄 Canrium album Reusch

197 Meliaceae 楝 科

沙 罗 Aphanaminis polystachya (Wall.)R.N.Park

红果柽木 Dysoxylum binectariferum (Roxb.)Hook.f.ex Bead

苦 楝 Melia azedarach L.

香 椿 Toona sinesis (A.Juss)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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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椿 T.sureni (Bl.)Steud.

198 Sapindaceae 无患子科

龙 眼 Dimocarpus longan Lour

荔 枝 Litchi chinensis Sonn.

褐叶柄果木 Mischocarpus pentapetallus (Roxb.)Radik

韶 子 Nephelium chryseum Bl.

肖韶子 Pseudonephelium confine How et Ho

无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Geartn.

198B Bretschneideraceae 伯乐树科

伯乐树 Bretschneidera sinensis Hemsl

200 Aceraceae 槭树科

三角枫 Acer buergerianumMig.

红翅槭 A.fabri Hance

岭南槭 A.tutcheri Duthie

201 Sabiaceae 清风藤科

香皮树 Meliosma fordii Hemsl

华南泡花树 M.lauiMerr.

笔罗子 M.rigida Sied.et Zuco

绿 樟 M.squamulata Hance

灰背清风藤 Sabia discolor Dunn

204 Staphyleaceae 省沽油科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Thunb)Kanitz

山香园 Turpinia arguta Seem

尖叶山香园 T.montana(Bl.)Kurz

205 Anacardiaceae 漆树科

酸 枣 Choerospondias axillaris (Roxb.)Burtt.et Hill

人面子 Dracontomelum dao(Blanco)Merr.et Rolfe

芒 果 Mangifera indica L.

盐肤木 Toxicodendron chinensisMill.

野 漆 T. succedanea(L.)O.Kuun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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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野漆 T.sylvesreis Sieb.et Zucc

207 Juglandaceae 胡桃科

白皮黄杞 Engelhardtia fenzeliiMerr.

黄 杞 E. roxburghionaWall.

209 Comaceae 山茱萸科

桃叶珊瑚 Aucuba chinensis Bentn

香港四照花 Dendrobenthamia hongkongensisMutch.

210 Alangiaceae 八角枫科

八角枫 Alangium chinensis

阔叶八角枫 A.faberi Oliv.

毛八角枫 A.kurzii Craib

211 Nyssaceae 蓝果树科（珙桐科）

喜 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 Decne Ⅱ

紫 树 Nyssaa sinensis Oliv

212 Araliaceae 五加科

五 加 Acanthopanax gracillstlusW.W.Sm

白簕花 A.trifoliatus (L.)Merr.

黄毛楤木 A.spinifoliaMerr.

长刺楤木 A.spinifoliaMerr.

树 参 dendropanox cheralieri (Vig)Merr.

变叶树参 D.proteus (Champ)Benth

常春藤 Hedera nepalensis K.Kock var.Sinensis(Tobler)Rehd.

幌伞枫 Heteropanas fragrans (Roxb.)Seem.

鸭脚木 Schefflera octophylla(Lour.)Harms

星毛鸭脚木 S.minutistellataMerr.

213 Umbelliferae 伞形科

肾叶天胡荽 Hydrocotyle wilfordiiMzxim

水 芹 Oenathe javanica (Bl.)DC.

西南水芹 O.dieisii Boiss

卵叶水芹 O.rosthornii Di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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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脚板 Pimpinella diversifolia DC.

直刺山芹菜 Sanicula orthacantha S.Morre

215Ericaceae 杜鹃花科

红皮紫棱 Craibiodenbron kwantungense S.Y.Hu

吊钟花 Enkiathus quinqueflorus Lour.

细叶吊钟花 E.serrulatus (Wils)Schneid

石壁杜鹃 E.rhododendron Bachi Levl

广东杜鹃 Rhododendro kwangtungenseMerr.et Chun

紫花杜鹃 R. mariae Hance

满山红 R.mariensis Hemal et Wils

映山红 R.simsii Planch

216 Vacciniaceae 越桔科

乌饭树 Vaccinium bracteatum Thunb.

广东乌板树 V.hancockiaeMerr.

221 Ericaceae 柿 科

乌 材 Diospyro erlantha Champ

柿 D. kaki Linn.

罗浮柿 D. morrisiana Hance

岭南柿 D.tutcheri Dunn

222 Sapotaceae 山榄科

华南紫荆木 Madhuca subquineuncialis H.J.Lam

223 Myrsinaceae 紫金牛科

小紫金牛 Ardisia chinensis Renth

朱砂根 A. crenata Sims.

小罗伞 A.crispa (Thb.)A.DC

大叶紫金牛 A.gigantifolia Stapf

罗伞树 A.quinquegona Bl

酸藤子 Embelia laeta(Linn.)Mez

短叶酸藤子 E.oblongifolia Hemsl

密花树 Rapanea neriifolia (S.et Z.)M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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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Sytracaceae 安息香科

赤杨叶 Alniphyllum fortunel (Hemsl)Perk

银钟树 Halesia macgregorii Chum

栓叶安息香 Styrax suberifolius Hook.et Arn

225 Symplocaceae 山矾科

腺柄山矾 Symplocos adenopus Hance

薄叶山矾 S.anomala Brand

越南山矾 S.cochinchinensis (Lour.)Morre

陈氏灰木 S.chunii

密花山矾 S.congesta Benth

厚叶灰木 S.crassifolia Benth

美丽灰木 S.decora Hance

光叶灰木 S.lancifolia Sieb.et Zucc

黄牛奶树 S.laurina (Retz.)Wall

华南灰木 S.meridionalis Law et Y.F.Wu

老鼠矢 S.stellaris Brand.

228 Loganiaceae 马钱科

驳骨丹 Buddleia asiatica Lour

蓬莱葛 Gardneria multifloraMakino

大茶药 Gelsemium elegans Benth.

229 Oleaceae 木犀科

白腊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

光腊树 F.griffithii Clarke

扭肚藤 Jasminum amplexicaule Buch.-Ham

光清香藤 J.lanceolarium Roxb.

日本女贞 Ligustrum japonicum Thunb

山指甲 L. sinense Lour.

桂 花 Osmanthus fragrans Lour.

月 桂 O.marginatus

牛矢果 O. matsumuranus Hay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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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Apocynaceae 夹竹桃科

念珠藤 Alyxia sinensis Champ.ex Benth

尖山橙 Melodinus fusiformis Champ ex Benth

山 橙 M.suaveolens Champ.ex Benth

帘子藤 Pottsia laxiflora O.Ktze

羊角拗 Strophanthus divaricatus (Lour.)Hook

倒吊笔 Wrightia pubescens R.Br.

231 Ascelepiadaceae 萝摩科

牛皮消 Cynanachum auriculatum Royle ex Wight

牛奶菜 Marsdenia sinensis Hemsl

黑鳗藤 Stephanotis mucronata(Blanco)merr.

232 Rubiaceae 茜草科

水团花（水杨梅） Adina pilulifera (Lam.)Franch. ex Drake

石雪花 Argostemma saxatilo Chum et How

鱼骨木 Canthium dicoccum (Gaerth)merr.

弯管花 Chassalia curviflora Thwaitea

绣球茜 Dunnia sinensis Ⅱ

栀 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耳 草 Hedyotis auricularis Linn

粗叶木（鸡屎树） Lasianthus chinensis Benth

巴 戟 Morinda officinalis How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sens Ait.F.

鸡矢藤 Paederia scandens(Lour.)Merr.

大沙叶 Pavetta hongkongensis Brem

山黄皮 Randia cochincninensis (Lour.)Merr.

狗骨柴 Tricalysia dubia (Lindl.)Ohvvi

钩 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 (Mig.)Jacks

233 Caprifoliaceae 忍冬科

脱毛忍冬 Lonicera calvescens(Chun et How)Hsu et H.T.Wang

大花金银花 L.macrantha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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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脉忍冬 L.reticulata Champ.

红腺忍冬 L.hypoglaucaMiq

走马箭 Sambucus chinensis Lindl

荚 迷 Viburnum dilatatum Thunb

宜昌荚迷 V. erosum Thunb.ssp.Ichangense(Rehd)Hsu

珊瑚树 V.odoratissimum Ker

235 Valerianaceae 败酱科

白花败酱 Palrinia villosa Juss

238 Compostae 菊 科

下田菊 Adenostemma lavenia (L.)O.Ktze

杏香兔儿风 Ainaliaea fragrans Champ

三褶脉紫苑 Aster ageratoides Turcz

三叶鬼铁草 Bidens pilosa

大叶艾纲香 Blumea ianceolaria (Roxb.)Druce

大头艾纳香 B.megacephala (Roxb.)Chang et Tseng

大 蓟 Cirsium japonicum DC.

鱼眼草 Dichrocephala auriculata(Thrnb.)Druce

地胆草 Elephantopus scaber L.

小叶一点红 Emllia prenanthoides DC.

菊 芹 Erechtites valerianaefolia (Wolf.)DC.

细叶苦菜 Ixeris gracilis (DC.)Stebbins

千里光 Senecio scandens Buch.-Ham

稀 签 Siegesbekia orientalis L.

夜香牛 Vernonia cinerea(L.)Less

苍耳子 Xanthium sibiricum Patrin

240 Primulaceae 报春花科

下诞叶珍珠菜 Lysimachia decurrens Forst

星宿菜 L.fortuneiMaxim

242 Plantaginaceae 车前草科

车 前 Plantago major L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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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Campanulaceae 桔梗科

土党参 Cambanumoea javanica BL

244 Lobeliaceae 半边莲科

半边莲 Lobelia chinensis Lour.

狭萼半边莲 L.mellianaWimm

249 Boraginaceae 紫草科

破布木 Cordia dichotoma Forst.

琉璃草 Cynoglossum zeylanicum (Uah.)Thunb.

厚壳树 Ehrefia thyrsiflora (S.et Z.)Nakai

250 Solaceae 茄 科

癫 茄 Solanum surattense Burm. f.

251 Convolvulaceae 旋花科

菟丝子 Cuscuta chinensis Lam

252 Scrophulariaceae 玄参科

毛麝香 Adenosma glutinosum Druce

广东来江藤 Brandisia swinglelMerr.

红骨草 Lindernia montana(Bl.)Koord

泡 桐 Paulownia fortunei(Seem.)Hemsl

毛泡桐 P.tomentosa (Thunb.)Steud

独脚金 Striga asiatica(L.)O.Ktzo

光叶蝴蝶草 Torenia glabra Osbeck

257 Bignoniaceae 紫葳科

梓 树 Catalpa ovata G.Don

猫尾木 Dolichandrone cauda-felina (Hance)Benth

菜豆树 Radermachera sinica(Hance)Hemsl

263 Verbenaceae 马鞭草科

珍珠枫 Calliearpa bodinieri Lev

白花紫珠 C.cana Linn.

华紫珠 C.cathavana H.T.Chang

广东紫珠 C.kwangtungensis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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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紫珠 C.rubella Lindl.

大 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Turcz

鬼灯笼 C. fragrans Vent.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L.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Linn

牡 荆 Vitex negundo L.var Cannabifolia S.etz

山牡荆 V.quinata (Lour.)Will.

264 Labiatae 唇形科

筋骨草 Ajuga decumbens Thunb

广防风 Epimeredi indica (L.)Rothm

益母草 Leonurus heterophyllus Sweet

薄 荷 Mentha haplocalyx Briq

石荠苧 Mosla dianthera (Buch.-Ham.)Maxim

荆 介 Nepeta cataria Linn

白 苏 Perilla frutescene

紫 苏 P.frutescene(L.)Britt var acutq(Thunb)Kudo

夏枯草 Prunella vulgaris Linn

线纹香茶菜 Rabdosia lophanthoides(Buch.-Ham.ex D.Don)Hara

香茶菜 R.amethyroides (Benth)Hayata

半枝莲 Scutellaria barbata D.Don

血见愁 Teucrium viscidum Bl.

Monocotyledoneae 单子叶植物纲

280 Commelinaceae 鸭跖草科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Linn

聚花草 Ploscopa seandens Lour

290 Zingiberactea 姜科

山 姜 Alpinia japonica (Thunb.)Miq

矮山姜 A.pumila Hoo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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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花山姜 A.desibractata T.L.Wu et Senjen

293 Liliaceae 百合科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Lout.)Merr.

山菅兰 Dianella ensifolia(L.)DC.

黄花菜 Hemerocallis fulva Linn.

淡紫百合 Lilium browhnii F.E.Brown

麝香百合 L.longiflorum Thunb

高节沿阶草 Ophiopogon reversus Huang

狭叶沿阶草 O.stenophyllus (Merr.)Rodrog

297 Smilacaceae 菝葜科

棱枝菝葜 Smilax acutangngula Chun

土茯苓（光叶菝葜） S.glabra Roxb

菝 葜 S. china L.

马甲五 S.pterapodaMiq

302 Araceae 天南星科

石菖蒲 Acorus gramineus Soland.

海 芋 Slocasia macrorhiza(L.)Schott

心叶天南星 Arisaema cordatum N.E.Brown

311 Dioscoreaceae 薯预科

薯 莨 Dioscorea cirrhosa Lour.

零余莨 D.bubifera L.

314 Palmae 棕榈科

杖枝省藤 Calamus rhabdocladus Burret

省 藤 C.thysanoleps Hance

棕 榈 Trachycarpus fortunei(HK.f.)Wandi

315 Pandanceae 露兜树科

露兜草 pandanus austrosinensis T.L.Wu

326 Orchidaceae 兰 科

竹叶兰 Arundina chinensis Bl.

广东石豆兰 Bulbophyllum kwangtungense Schl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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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脊兰 Calanthe discolor Lindl.

流苏贝母兰 Coelogyna fimbriata Lindl.

建 兰 Cymbidium ensifolium (L.)SW

多花兰 C.floribumdum Lindl.

半柱花兰 Fria corneri Rohb.F.

华美冠兰 Eulophia sinensisMiq

多叶斑叶兰 Goodyera foliosa (Lindl.)Benth

距花玉凤花 Habenaria calcarata (Rolfe)Schult

香港兜兰 Paphiopedilum purpuratum Pfitz

鹤顶兰 Phaius tankervilliae (Aiton)Bl.

小舌唇兰 Platanthera minor Reichb.F.

带唇兰 Tainia dunnii Rolfe

327 Juncaceae 灯心草科

江南灯心草 Juncus leschenaultii

331 Cyperaceae 莎草科

长囊苔草 Carex harlandii Boott

刘氏苔草 C.liouanaWong et Tang

黑莎草 Gahina tristis Nees

单穗水蜈蚣 Kyllinga cororata (L.)Druco

332A Bambusoideae 竹亚科

凤凰竹 Bambua multiplex (Lour.)Raeusch

山黄竹 B.multiplex (Lour.)Raeusch var argenostriata Makimo

黄 竹 B.textilisMeclure glabra Mcclure

蒲竹子 Indocalamus pallidifloursMcclure

粉单竹 Lingnania chungii (Mccl)Mcclure

根 竹 Phyllostachys nidulariaMunro

毛 竹 P.pubescensMazel ex H.de Lehaie

唐竹（苦竹） Sinobambusa tootsik (Sied.)Makino

332BAgrostidoideae 禾亚科

小糠草 Agrostis alba Linn



广东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修编）（2017-2026 年）附件

242

百足草 Eremoshloa ophiuroides (Munro)Hack

偏穗牛鞭草 Hemarthria compressa (Linn.f.)R.Br

白 茅 Imperata cylindrica (Linn.)Beauv var.(Nees)

C.E.Habb.ex Hubb.et Vanghan

淡竹叶 Lophatherum gracile Brongn

蔓生莠竹 Microstegium vagans(Nees ex Steud.)A.Camus

芒 Miscanthus chinensis Anderss

类 芦 Neyraudia reyndiana (Kunth)Keng ex Hitchc

矮山黍 Panicum brevifolium Linn

圆果雀稗 Paspalum orbiculara G.Forst

金丝草 Pogonatherum crinitum (Thunb.)Kunth

斑 茅 Saccharum arundinaceum Retz

苍褐狗尾草 Setaria glauca (L.)Rea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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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广州市大岭山林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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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4：专家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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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5：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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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

序

号
单位名称 回复意见

采纳

情况
备注

1 财政局意见 无意见

2 发改委意见

第137页第4行提出“总体投资估算为12.99亿

元......中远期投资为6.79亿元”，这一段表述

中数字之间有矛盾，建议予以修正。同时，规划

提出总投资规模不小，建议进一步深化研究和测

算。

采纳
已采纳意见，并在规划中进

行修改和完善。

3 环保局意见

建议《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将《广州市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4-2030年）》作为编制

依据，并加强与该规划的衔接，在编制和实施过

程中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管理要求。

采纳
已采纳意见，并与城市环境

总体规划进行衔接

4 交委意见

建议对森林公园的停车需求进行量化分析，并结

合森林公园附近村镇可合作停车场实际情况综

合确定停车场设施规模，避免节假日高峰时段因

车辆过多而造成管理混乱。

采纳
已对停车需求进行分析，并

对原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5 旅游局 无意见

6 农业局 无意见

7 水务局 无意见

8

从化区政

府、国规委

意见

1、公园建设应满足《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年）》中关于限、禁区的要求。同

时与《总规》衔接。

2、《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应与《从化

区山地生态旅游功能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13-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报批中）进

行衔接，公园规划建设用地应在符合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用地范围内进行规划布局。

3、《石门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应与从化区

正组织编制的《从化生态控制线划定》规划进行

衔接。

4、建议在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下进一步明确各

类建设用地具体的位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等，以利于进一步核查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符合性问题；进一步核查和补充规

划设置的相关依据。

5、该公园总体风貌和景观设计应与周边自然生

态环境和温泉镇城市风貌相协调，建议进一步加

强对地区文化要素和特色自然要素的发掘。

6、在第六章路线组织中，“距离105国道和规划

街东高速公路出入口约13km”，请复核规划街东

部分

采纳

意见1、2、3、4、6、8、10、

11已采纳。

意见5《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总体规划修编》注重与周围

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温泉镇

的城市风貌的协调；并对地

区文化和特色自然要素进

行了挖掘，进一步挖掘工作

在下一步具体景区设计中

进行。

意见7、9部分采纳。大岭山

至良平村道路改造工程，应

属于从化区政府与流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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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名称 回复意见

采纳

情况
备注

高速公路是否正确。

7、区域交通组织第（二）点区域道路第（2）小

点中提出打造森林旅游线，在流溪河国家森林公

园与石门国家森林公园间修建连接道路，连接两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远期在流溪河与黄龙带之

间、石门与大封门之间开通自行车道或车行道

路，从而形成黄龙带-流溪河-石门-大封门“森

林旅游线”。建议:目前石门森林公园只有县道

X934线一条路进出，不利于车流疏散、森林防火

和应急抢险工作，可考虑将大岭山至良平村道路

改造工程（公园范围段约3公里）纳入2017年建

设规划，有效缩短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与石门国

家森林公园间的连接距离，完善路网结构。为了

方便公园管理，建议在建设大岭山至良平村道路

时配套生态停车场。

8、区域交通组织第（三）森林景观大道中提出

从提升石门森林公园整体形象与显示度以及带

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角度考虑，建议建立一条

直达石门森林公园的森林景观大道，具体位置位

于高速桃园出口——石门森林公园大门口，长度

为8km。该景观大道在建设形式与景观配置方面

充分体现自然的特征，并建议将沿线温泉镇纳入

综合管理，在镇内对接各项为公园服务的建设项

目，包括住宿和停车场等配套设施，最终形成石

门公园与周边共同提升与繁荣的有机整体。建

议：结合我区温泉旅游大道的建设，建议将从莞

深高速桃园出口-石门森林公园大门口的森林景

观大道纳入近期建设规划。

9、第十六章投资估算中，建议将大岭山至良平

村道路改造工程和从莞深高速桃园出口-石门森

林公园大门口森林景观大道纳入投资预算，近期

实施。

10、第十八章分期建设规划中，建议近期

（2017-2020年）：增加大岭山至良平村道路改

造工程和从莞深高速桃园出口—石门森林公园

大门口森林景观大道建设项目。

11、建议 “防灾及应急管理规划”增加防雷方

面的内容。

国家森林公园以及石门国

家森林公园共同商议进行

规划、建设；从莞深高速桃

园出口-石门森林公园大门

口森林景观大道建设项目

应由从化区政府与石门国

家森林公园共同商议，进行

规划、建设，说明书中已提

建议。

注：石门森林公园红线范围内无常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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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6：森林公园相关批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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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01 区位图 13植物景观规划图 2

02 场地 GIS 分析图 14游憩项目策划图

03 森林资源分布图 15游览路线组织图

04 土地利用现状图 16服务设施规划图

05 森林风景资源分布图 17道路交通规划图

06 客源市场分析图 18给水工程规划图

07 功能区区划图 19排水工程规划图

08 板块空间分布图 20供电规划图

09 土地利用规划图 21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工程规划图

10 景点分布图 22环卫设施规划图

11 综合规划图 23近期建设项目布局图

12 植物景观规划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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