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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1.1 自然地理条件 

1.1.1 地理位置 

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以下简称“森林公园”）位于清远市清城区

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高田与清新区鱼嘴交界处，规划总面积为 177.19 公顷。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3°06′12.82″-113°07′48.14″和北纬 23°51′53.79″-23°51′1.93″之间。 

1.1.2 地质地貌 

森林公园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地区属低山丘陵，最高峰海拔高度为

957 米。森林公园处东桂湘赣褶皱带的粤中拗褶束与湘粤拗褶束交接部位、粤

桂隆起边缘，为华南褶皱系的一部分。同时，亦是佛冈—丰良纬向构造带与吴

川—四会新华夏断裂带的交汇复合部位。由于受到主山脉的影响，产生局部地

区性小气候，比较适宜南亚热带产率阔叶林生长。 

1.1.3 气候水文 

境内属中亚热带气候为主的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20℃～22℃之

间，无霜期 330 天以上。降水丰富，年平均降雨量为 2139 毫米，降雨量时空变

化不均匀，降雨量主要集中在每年 4～9 月的汛期，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80%，而

且多为暴雨。年平均日照 1662.2 小时。 

1.1.4 土壤条件 

公园的土壤类型以赤红壤、红壤为主，由花岗岩发育而成，砂质较重，湿

润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呈酸性，土壤肥力条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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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动植物资源 

（1）植物资源 

森林公园内记录到维管植物有 112 科 258 属 375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有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樟 Cinnamomumcamphora。详细名录见

附件。 

（2）动物资源 

根据调查，大罗山森林公园共记录到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11 目 38 科 56 种，

其中两栖类 1 目 5 科 9 种、爬行类 1 目 9 科 11 种、鸟类 7 目 21 科 28 种、哺乳

类 2 目 3 科 8 种。常见有黑眶蟾蜍(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变色树蜥(Calotes versicolor)、红耳鹎(Pycnonotus 

jocosus)、普通翠鸟(Alcedo atthis)、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等。 

1.2 社会经济条件 

1.2.1 人口民族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全区常住人

口 为 1119901 人。  

全区常住人口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810971 人相比，十年共增

加 308930 人，增长 38.09%，年平均增长率为 3.28%。  

全区共有家庭户 309826 户，集体户 38545 户，家庭户人口为 971286 人，

集体户人口为 148615 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3.13 人，比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 3.35 人减少 0.22 人。  

全区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 1094052 人，占 97.6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25849 人，占 2.31%。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

296370 人，占比下降 0.64 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12298 人，占比上升

0.6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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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经济 

森林公园位于清城区， 2020 年，清城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639.6 亿元，同

比增长 3.3%；人均 GDP 达 74828 元，增长 3%；规上工业增加值 219.8 亿元，

增长 10.8%；农林牧渔业产值 51.54 亿元，增长 1.4%。 

1.2.3 交通 

清城区京广高铁、武广铁路、汕湛高速，广连高速、广清高速公路、乐广

高速公路、107 国道等纵贯南北，与北江航道组成四通八达的水陆空立体交通

网络。武广客运专线纵贯全区并设经停站清远站。全区公路密度大，镇、行政

村之间全部通上乡村一级公路，交通畅顺；北江河横贯东西，可通航 1000 吨的

轮船，有专用深水码头和直通港澳地区、黄埔港的定期航班。发达的水陆空通

道，使清城区交通形成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与广州、佛山及珠三角地区

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森林公园东部乐广高速公路经过，公园北部和东部可通过乡道进入森林公

园。 

1.2.4 电力通讯 

森林公园内粗石坑已通电，其余未通电。森林公园大部分区域移动信号较

好，部分山谷信号较弱。 

1.3 历史沿革 

1.3.1 历史沿革 

森林公园于 2016 年挂牌成立，面积为 204.58 公顷，2019 年清远开展保护

地优化调整工作，调整后面积 177.19 公顷，大罗山森林公园于 2021 年编制总

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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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森林公园设立 

森林公园于 2016 年设立，现由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管理。 

1.3.3 管理机构建设 

森林公园现由清远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管理。 

1.4 土地利用状况 

1.4.1 土地和林木的权属构成 

土地和林木为集体所用，2013 年通过林地转让到陈灿基，现林地使用权、

林木所有权和林木使用权威陈灿基。详见林权证。 

1.4.2 地类构成 

森林公园面积 177.19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 169.30 公顷，占 95.55%；竹林

地 7.56 公顷，占 4.27%；灌木林地 0.32 公顷，占 0.18%。 

 

图 1-1 森林地类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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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森林公园建设与旅游现状 

1.5.1 森林公园现有管理机构 

森林公园由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管理，由清远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运营。 

1.5.2 生态公益林面积和占比 

森林公园公益林面积 139.07 公顷，占总面积的 78.49%。 

1.5.3 森林公园建设现状 

2020 年清城区开展保护地优化调整，森林公园范围发生较大改变，前期规

划已不再适用，需重新编制总体规划。 

公园东部已与外部交通连接，可从东部进入公园。公园西北部靠近大罗山

茶场用于森林经营的林道。大罗山西部上大罗山最高峰登山道年久失修，亟待

修缮。  

1.5.4 旅游开展情况 

森林公园以前一直没有正式开展旅游活动，改为生态公益林后多年封山育

林，森林生态环境较好。目前，森林公园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处于建设

的筹备阶段，森林风景资源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 

森林公园最高峰景色优美，有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但森林公园没有相应

的服务设施，旅游人数较少。 

可以预计，待森林公园建成、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完善之后，这里将会成

为清城区的后花园，是清远市一个不可多得的森林旅游景点。 

1.5.5 与上位规划的对接 

（1）与《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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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在该《规划》中属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南岭山地水源涵养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重要区”，该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发育了以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和针叶林为主的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 

（2）与《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接 

该《规划》中，清远市的清城区、佛冈县划入省级重点开发区域粤北山区

点状片区，属于重要的生态屏障与水源涵养区，建设珠三角北部生态屏障。其

国土管制原则为：严格控制人工景观及设施建设，禁止从事与资源保护、生态

建设、森林游憩无关的任何生产建设活动；在森林公园内以及可能对森林公园

造成影响的周边地区，禁止进行采石、取土、开矿、放牧以及非抚育和更新性

采伐等活动；建设旅游设施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必须符合森林公园规划，逐步拆

除违反规划建设的设施；根据资源状况和环境容量对旅游规模进行有效控制，

不得对森林及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等造成损害；不得随意占用、征用和转让林

地。本规划在《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强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编制相关工作的

通知》指导下，参照《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和

《广东省森林公园建设指引》（DB44/T 1812-2016）等规范要求进行编制，森林

公园规划符合《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功能定位。 

（3）与《清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对接 

《纲要》明确提出坚定“一区”发展定位，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扎实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努力在高水平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纲要》提出配合清城区构建“一地、两区、三城” 布局，为清远打造

成为融湾崛起排头兵、城乡融合示范市、生态发展新标杆、山水品质宜居地贡

献清城力量。公园是生态发展的关键节点，公园建成后是清城区生态度假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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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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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态环境及森林风景资源 

2.1 生态环境评价 

2.1.1  生态环境现状 

根据清城区环保部门相关监测数据，森林公园内大气质量、地表水质量、

土壤质量、空气负离子含量、空气细菌含量等生态环境的关键指标均达到较优

质的水平。 

（1）大气质量 

森林公园周边无工矿企业，没有工业污染源，加之森林茂密，森林覆盖率

高，植被类型丰富。森林公园内的大气空气污染物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中规定的一级标准，属于一类环境空气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 

（2）地表水质量 

森林公园中部为有溪流，水质优良，各项水质化验指标均优于国家《地表

水资源质量标准》GB3838-2002 的Ⅱ类标准。 

（3）土壤质量 

公园范围内大部分区域土壤疏松，未受到农药、垃圾带来的有机毒物和重

金属的污染，土壤环境质量达到二类标准，土壤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氮磷养分

也较充足。局部种植桉树速生工业原料林区域，由于不科学的经营管理措施，

出现轻微土地表面板结，地力衰退的现象。 

（4）负离子含量 

空气负离子又称为空气维生素，对人体健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根据学者

研究证实，空气负离子浓度达到 1000 个/立方厘米 就能对人体疾病起一定的治

疗作用。公园内各区域空气负离子均在 1000 个/立方厘米以上，负离子均值达

到 3000 个/立方厘米，局部地段达到 5000 个/立方厘米以上，空气负离子含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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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健等级，可谓“天然氧吧”。 

（5）空气细菌含量 

公园空气清洁度高，空气细菌数量远低于卫生标准中规定的 40 个/立方米，

空气极为清洁干净，无微生物污染现象。 

总之，森林公园繁茂的森林植被净化了空气，涵养了水源，形成了优良的

森林生态环境，是一处难得的无污染宝地。 

2.1.2  生态环境评价 

根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2005-2012），森林公园的生态

环境资源等级分为优、良、中、劣四个等级，大于 4.5 分为优，4～4.5 分为良，

3～4 分为中，小于 3 分为劣。通过对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进行打分评价，公园最

终得分为 7 分，生态环境资源等级为优。详见表 2-1。 

表 2-1 生态环境资源评价表 

评价

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公园得分 

生态

环境

资源 

大气质量 
达到 GB3095 一级标准 2 

2 
达到 GB3095 二级标准 1 

地表水质量 
达到 GB3838 Ⅰ类标准 2 

1 
达到 GB3838 Ⅱ类标准 1 

土壤质量 
达到 GB16518 Ⅰ类标准 1.5 

1 
达到 GB16518 Ⅱ类标准 1 

空气负离子

水平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 5 万个/立方厘米 2.5 

1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 1 万~5 万个/立方厘

米 
2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 3000~1 万个/立方厘

米 
1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 1000~3000 个/立方

厘米 
0.5 

空气细菌含

量 

空气细菌含量为 1000 个/立方米以下 2 

2 空气细菌含量为 1000~1 万个/立方米 1.5 

空气细菌含量为 1 万~5 万个/立方米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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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森林风景资源调查与评价 

2.2.1 森林风景资源类型与数量 

根据《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18005－1999）与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中对风景资源的分类，

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包括地文资源、生物资源、水文资源、天象资源 4 类。 

（1）地文资源 

森林公园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园内山峰主要分布在公园南北两侧，最高

海拔山峰，海拔 957 米，为清城区第一高峰。大罗山有东西两个主峰，两个主

峰的海拔高度仅仅相差 10 米左右。东主峰的峰顶全是光秃秃的石块，海拔高度

为 957 米；西主峰则覆盖着密密匝匝的灌木丛。 

图 2-1 大罗山地文资源现状图 

风景林沟谷分别位于公园南北部，沟谷迂回，幽谷中有无数的奇花异草；

山谷间，森林苍绿，古木参天；溪涧中，流水潺潺，溪水清澈，碧潭如镜。 

（2）水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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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罗山周边植被郁郁葱葱，山麓发育着很多深邃的沟谷。充沛的降水沿着

溪谷潺潺流淌，形成了很多断崖瀑布，瀑布落差 10-100 米不等，有些气势雄浑，

有些温柔婉约。 

图 2-2 大罗山水文资源图 

（3）生物资源 

主要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亚热带竹林、

亚热带针阔混交林、经济林等 5 个基本景观类型。 

1.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 

该景观类型的林分层次感强，林相整齐，终年常绿，树冠浑圆，树干圆满

通直，郁闭度在 0.9 以上。其中，乔木层常见的有黧蒴、米锥、华润楠、罗浮

锥、黄樟、毛叶木莲、荷木、小叶蒲桃、猴欢喜、罗浮柿、詹氏榕、杨梅、尾

叶山茶等。下木层由九节、石斑木、豺皮樟等组成。地被植物则以莎草、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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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卷柏、耳草、芒萁、铁线蕨等为主。常见藤本有鸡血藤、杖枝省藤、龙须

藤、买麻藤、拔葜等。 

2. 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景观 

由常绿与落叶阔叶树种组成，主要树种有枫香、山乌桕、红楠、亮叶猴耳

环、鸭脚木、黧蒴、小叶胭脂、华鼠刺、罗浮柿、假萍婆、黄樟、多花山竹子、

降真香、野山漆、乌材柿、虎皮楠、朴树、豺皮樟、光叶红豆、黄毛榕等。 

3. 亚热带竹林景观 

区内竹林主要是毛竹人工林，其次是篱竹。主要分布在山的中下部，林下

灌木树种有黑面神、山黄麻、桃金娘、野牡丹、车轮梅、三叉苦等。草本有芒

萁、五节芒、鸭嘴草、鹧鸪草、蜈蚣草、狗脊、乌毛蕨等。 

4. 亚热带针阔混交林景观 

主要是杉木与阔叶树混交，散布森林公园的山脊或山腰上部，呈不连续的

块状分布。 

5. 经济林景观 

经济林面积狭小，是砂糖橘果树林。树高在 1.7-2.2 米之间，冠幅 4 米左右。

秋冬季节，柑橘果树林，挂果是圆碌碌的一团墨绿色，果熟时则金灿灿，硕果

累累。 

（4）天象资源 

公园境内山峰连绵、植被良好、易形成变幻莫测的天象景观，尤其是大罗

上景区，经常出现瞬间万变的云雾，别有情调的雨景，壮观奇妙的日出和落日

霞辉，雨后彩虹等，天象景观与林海、群山等相互辉映，景色宜人，是摄影创

作的良好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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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大罗山气象资源图 

2.2.2 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根据《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标准，对森林公园从风景资

源质量评价、区域环境质量评价和旅游开发利用条件评价等三个方面进行等级

评定。 

2.2.3 森林资源风景资源质量评价理想值计算 

按照森林风景资源类型和评价因子进行打分，满分 30 分。经过计算，最后

得分为 10.75 分。 

表 2-2 森林公园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评价理想值计算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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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75B 10.75 米 

自然度（5） 3 

吸引度（4） 1 

多样度（3） 1 

科学度（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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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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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水文资源 

X2 

典型度（5） 

20 
F2 

2 

自然度（5） 2 

吸引度（4） 2 

多样度（3） 0 

科学度（3） 0 

3 
生物资源 

X3 

地带度（10） 

40 
F3 

5 

珍稀度（10） 2 

多样度（8） 4 

吸引度（6） 3 

科学度（6） 1 

4 
人文资源 

X4 

珍稀度（4） 

15 
F4 

0 

典型度（4） 0 

多样度（3） 0 

吸引度（2） 0 

科学度（2） 0 

5 
天象资源 

X5 

多样度（1） 

5 
F5 

1 

珍稀度（1） 0 

典型度（1） 1 

吸引度（1） 1 

利用度（1） 0 

6 
资源组合状

况 Z 
组合度（1.5） 1 

7 特色附加分 T(2) 1  

2.2.4 旅游开发利用条件评价指标评分 

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的评价因子主要从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等方面

进行综合打分，满分值为 10 分，通过计算，最终得分 7.5 分，见表 2-3。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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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 

公园面积 规划面积为 177.19 公顷 1 0.5 

旅游适宜期 

大于或等于 240 天/年 2 

2 150 天/年至 240 天/年 1 

小于 150 天/年 0.5 

区位条件 

距离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小于 100 公

里，或以公园为中心，半径 100 公里内有

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或 100 公里内有著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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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评价分值 得分 

名的旅游区（点）。 

距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或著名旅游区

（点）100-200 公里。 
1 

距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或著名旅游区

（点）超过 200 公里。 
0.5 

外部交通 

铁路 

50 公里内通铁路，在铁路干线上，中等或大

站，客流量大。 
1 

0.5 
50 公里内通铁路，不在铁路干线上，客流量

小。 
0.5 

公路 

国道或省道，有交通车随时可达，客流量

大。 
1 

0 

省道或县道，交通车较多，有一定客流量。 0.5 

水路 

水路较方便，客运量大，在当地交通中占有

重要地位。 
1 

0 

水路较方便，有客运。 0.5 

航空 
100 公里内有国内空港或 150 公里内有国际

空港。 
1 1 

内部交通 

区域内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具备游览

的通达性。 
1 

0.5 

区域内交通方式较为单一。 0.5 

基础设施条件 

自有水源或各区通自来水，有充足变压电，

较完善的通讯，旅游设施好。 
2 

1 
通水、电，有通讯和接待能力，但各类基础

设施条件一般。 
1 

总         分  7.5 

2.2.5 评价结论 

过综合打分，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最终打分为 25.25 分，符合三级的森

林公园风景资源，在开展风景旅游活动的同时进行风景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质

量的改造、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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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森林公园发展条件分析 

3.1 森林公园发展的优势与劣势 

3.1.1 优势 

（1）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 

公园内除了覆盖着丰富的森林植被，还有独特的奇石风光。园内环境质量

良好，周边无空气、水质、噪音等污染源。对当地村民乃至珠三角地区人们具

有较强的吸引力。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较高，环境幽雅、空气清新，森林小气

候明显，有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进入公园会使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是生态

休闲、康体运动的良好场所。 

（2）区位优势明显 

森林公园距离清远市行车路程约 35 公里，距清远站行车路程仅 25 公里。

距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行车路程 72.5 公里，地处粤港澳经济辐射圈的焦点上。

公园所在的清远市位于广州 1 小时经济圈和深圳 2 小时经济圈以内，是打造广

州市后花园的战略重地。 

3.1.2 劣势 

（1）基础设施不完善 

公园内无旅游服务设施，起点低，园内供游客游玩的项目较少。由于资金

缺乏，投入少，园内大部分区域还未开发。目前这些外部条件较为欠缺，制约

了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的开展。 

（2）旅游产品较单调 

公园现有旅游产品仍以观光型森林旅游产品为主，缺少参与性、体验性产

品的开发，地方文化产品功能不强，特色产品开发不全面。其一，森林公园的

景观较为单一，森林植被利用率低，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易产生审美疲劳。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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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地方文化产品功能不足，人文资源很少。 

3.2 森林公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3.2 1 机遇 

（1）国家、省市的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森林公园建设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要

举措，森林公园的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将承担起更重要的角色，发

挥更重要作用。2019 年广东省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的通知》、2020 年

发布《关于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速发展

森林旅游。2020 年，清远市政府发布《清远市创建广东省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工作方案》，标志着清远进入创建国家及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实质性推进阶段。 

（2）森林生态旅游的持续升温，生态休闲旅游业的兴起 

生活条件的改善使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而工作紧张带来的压力和城

市生活的空间压迫，使人们对大自然的依恋日趋强烈，周末假日外出生态休闲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生态休闲需求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为旅游升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闲暇假期增多、消费

观念改变、等因素的带动下，旅游日趋成为个性化旅游消费品，自驾车、自助

散客旅游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出游时尚。 

3.2.2 挑战 

（1）旅游消费升级趋势日益显著，大众旅游需求千变万化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人们需要高品质的生态旅游产品和森林互动体验。旅

游业正在经历深层次结构性的重大转变，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品质发展阶段。

森林旅游的内涵已经不断发展，不仅是以前简单的观光游玩，而是与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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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呈现多元化的一面。现在的森林旅游，已经慢慢向知识旅游、康养旅

游、休闲旅游发展。游客追求的不仅是一种感官享受，也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因此，森林公园在开发旅游产品时，要充分挖掘森林旅游资源优势，创造出具

有特色的森林旅游产品，能够使旅游者更感兴趣，产生更高信赖。随着绿色发

展理念的树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各地生态化、参与性强的旅游

产品供需市场的比重将上升，生态旅游景区可替代产品增多，因此，森林公园

要做好旅游产品差异化战略，充分挖掘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特色，开发具有强大

生命力的森林旅游产品。将构建以森林体验、森林养生、森林运动为主的生态

旅游，需要结合各类学科知识，提升森林互动体验的科技含量，具有挑战性。 

（2）资金投入力度大的风险 

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丘陵地貌造林工程艰巨，开发周期长。势必

在前期建设中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短期内较难发挥明显的经济效益，这对森

林公园的管理者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森林公园后期的建设维护和持续发展的压

力较大。 

（3）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 

随着生态旅游的兴起，清远各地和清城区周边都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大

举打造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同质性产品居多，森林生态类的旅游项目乃至

清远市吸纳旅游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森林公园起步晚，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交通建设仍显不足，部分景区景点可进入性较弱。森林公园在发展过程

中，不仅受到周边同类旅游资源的竞争，同时也受到周边地区旅游市场的激烈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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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规划总则 

4.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保护自然、

服务人民、永续发展为目标；充分发挥森林公园天然生态系统的优势，在保护

自然环境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适度、有序的开展旅游开发，逐步将大罗山森

林公园建设成省内知名的森林观景、科普教育、康体健身胜地。  

4.2 规划原则 

4.2.1 突出生态功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森林公园是河流的重要上游水源地，具有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是区域性

的“景观斑块”，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规划必须采

取谨慎的、保守的森林生态恢复和保育措施，在现有自然资源、生物群落及物

种的基础上，逐步恢复森林的顶级群落，突出其生态功能，发挥“绿肺”的作用，

为实现森林风景资源可持续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4.2.2 因地制宜开展生态教育 

结合公园自然景观特色、文化内涵特色，因地制宜开展生态教育，普及生

态文化知识，弘扬生态文明，发挥森林公园教育主体功能。利用其教育功能，

优化生态服务空间配置，提升生态服务供给能力，使其成为青少年科普基地、

夏（冬）令营基地、艺术创作基地等，普及生态知识的和生态文化。通过建立

健全解说系统，开辟展示场所，对珍稀保护野生动植物和主要景观景物设置解

说牌，提供宣传品和解说服务，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向公众介绍自然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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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合理利用，协调发展 

在环境容量允许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森林生态旅游，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拓展林业产业发展空间，促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产业

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增长。 

4.3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 年） 

（6）《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2010 年） 

（7）《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 年） 

（8）《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 27 号）（2017 年） 

（9）《广东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4 年） 

（10）《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 18005-1999） 

（11）《风景名胜区规划规范》（GB 50298-1999） 

（12）《旅游规划通则》（GB/T 18971-2003） 

（13）《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14）《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15）《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2008） 

（1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17）《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8973-2003） 

（18）《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 2005-2012） 

（19）《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 12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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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森林公园建设指引》（DB44/T 1812-2016） 

（21）《广东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基地评定标准》（2009 年） 

（23）《广东省关于加快发展森林旅游的通知》（2019 年） 

（24）《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 年） 

（25）《广东省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年） 

（26）《广东省自然保护地规划（2021-2035 年）》（2021 年） 

（27）《广东省自然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 年） 

（28）《清远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25）》 

（29）《全国城郊森林公园发展规划（2016-2025）》 

（30）《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强省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编制相关工作的通知》

（粤林规 2018〔6 号〕） 

（31）《清远市旅游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32）《广东省清远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0 年）》 

（33）相关地方法律法规及甲方委托单位要求 

4.4 规划目标 

将森林公园建设成为以良好的森林资源为依托，以丰富的森林景观为特色，

充分利用森林的特殊功能，开展科普教育、森林康养活动，具有明显地方特色

的城郊生态型森林公园，为居民平时及节假日游山玩水、休闲健身以及徒步探

幽提供活动场所。 

4.5 规划分期 

公园规划建设期为 2021 年至 2030 年，共计 10 年，分为二期： 

近期（2021－2025 年）：保护现有的森林风景资源，对景观等级和生态功

能等级较低的林分进行改造，重点进行公园入口、停车场、管理处、登山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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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点等基础设施工程和基本旅游服务设施的建设，到 2026 年基本可以开展科

普教育、游览、登山健身等活动。 

远期（2026-2030 年）：重点进行森林公园的配套旅游服务设施和主景的建

设，完善相关的管护设施和宣教设施，建设成为以森林景观为特色的森林公园。

完善各项景观、设施及服务，提高公园知名度，吸引远近游客，最终达到规划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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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体布局与发展战略 

5.1 森林公园的范围与性质 

5.1.1 公园范围 

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以下简称“森林公园”）位于清远市清城区

位于清远市清城区高田与清新区鱼嘴交界处，规划总面积为 177.19 公顷。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3°06′12.82″-113°07′48.14″和北纬 23°51′53.79″-23°51′1.93″之间。 

5.1.2 公园性质 

森林公园是以森林景观资源、地貌景观资源和溪流景观资源为主体，集山

景、林景、水景、气象景观为一体的山丘型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充分发挥环境

的多功能性，以科普教育、登山观光、野外探险、森林康养等为主要内容，将

其打造成近郊休闲、旅游基地。 

5.2 主题定位 

5.2.1 生态功能 

森林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森林资源，维护森林生态系统，为各种

生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同时控制人为活动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森林公园范围内天然次生林加强保护，针对森林公园范围内的小部分人

工纯林进行改造，种植乡土树种，营造针阔混交林与常绿阔叶林景观，逐步提

高森林景观质量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增加森林公园的生态功能和景观特色，

充分地发挥公园森林的生态效益。 

5.2.2 科教功能 

森林公园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为自然教育和生态教育提供优秀的“素材”，

是开展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游客可以通过在公园游览，一方面可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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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了解自然，回归自然，增加环境保护意识和基本的植物常识，并转化为

自觉的投入到建设绿色生态环境的行动中。 

5.2.3 游憩功能 

森林公园拥有独具特色的奇石景观，在不破坏森林公园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森林公园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开展集生态保育、游赏休闲、

徒步探险等于一体的森林游憩活动，打造一处郊野休闲游憩胜地，充分发挥森

林公园的森林游憩功能。 

5.2.4 康养功能 

森林公园内生态环境良好，空气清新，凉爽宜人，负离子浓度含量高，待

进一步完善各种康体健身设施后以及环水步道完成后，将是人们节假日运动健

身的理想场所。 

5.2.5 形象定位 

本着结合森林公园的景观资源，发挥乡土特色，与周边景区差异化发展的

目的，依托森林公园良好的自然环境、优越的地理区位和丰富的森林资源，以

森林康养、休闲观光与自然教育为核心，树立“清城之巅、大罗仙居”的品牌形

象，将森林公园打造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独具特色的“高山奇石”景点。 

通过对公园景观资源、旅游区位、文化背景和民众认知等特征进行分析，

确定公园主题定位如下： 

绿海奇石明珠，康养胜景大罗 

绿水青山密境，度假清凉仙居 

5.3 功能分区 

5.3.1 功能区划 

根据森林风景资源分布、用地现状，结合公园性质与功能区划原则，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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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功能分区方案采用4级区划系统: 森林公园一一功能区一一景区一一景点。

依据《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功能区类型划分为核心景观区、一般游

憩区、管理服务区和生态保育区等4类。各功能区根据具体情况划分为若干景区，

景区内可以再分为若干景点。 

除生态保育区外，核心景观区与一般游憩区共划分出五个景区。生态保育

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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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服务区：公园入口处地势较平坦的地方，为避免大面积集中式管理服

务区建设对森林公园自然山体、森林植被、生态环境的影响，提高旅游服务品

质，公园设管理服务区两处，分别是位于公园北部和东部。 

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占总面积的15.48%，突出体现了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功

能；核心景观区占森林公园总面积的23.23%，一般游憩区占森林公园总面积的

59.44%，强化公园发展森林旅游主题；为旅游发展需求，亦为公园发展留有充

足空间。详见表。 

表5-1森林公园功能分区表 

功能分区 景区 面积（平方米） 占比（%） 

管理服务区 

粗石管理服务区 1.35 0.76  

大罗山管理服务区 1.91 1.08  

小计 3.26 1.84  

核心景观区 

大罗山风景区 15.01 8.47  

森林运动体验区 26.16 14.76  

小计 41.17 23.23  

一般游憩区 

森林康养区 42.05 23.73  

森林科普研学区 30.28 17.09  

森林游憩区 32.99 18.62  

小计 105.32 59.44  

生态保育区 
生态保育区 27.43 15.48  

小计 27.43 15.48  

总计 177.19 100.00  

 

5.3.2 分区概述 

（1）管理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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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共设置 2 处管理服务区：粗石管理服务区和大罗山管理服务区。

管理服务区面积为 3.26 公顷，占公园总面积的 1.84%。 

为满足森林公园管理和旅游接待服务需要而划定的区域。规划有公园入口

管理区、游客服务接待中心（面积 1200 平方米，层高 2 层）和停车场等游客接

待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管理和职工生活用房等。 

粗石管理服务区位于森林红线边缘，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

等战略将粗石村纳入森林公园规划范畴。鼓励村民开展民俗、农家乐、森林人

家等经营活动，并对经营活动和乡村建设加以引导，使之符合森林公园总体形

象。 

（2）生态保育区 

森林公园南部区域建设为生态保育区，根据实际情况，对区内现有森林植

被进行生态重建、生态恢复和生态保育等，提升森林公园的生态功能。主要内

容有：保护好现有森林植被；培育、修复区内处在演替早期阶段的森林植被，

使其向地带性森林植被演替，形成典型的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

提高森林生态功能和观赏价值，增加珍贵用材树种的种植。 

（3） 核心景观区 

1. 景区构成 

核心景观区为大罗山景区、森林运动体验区。 

2. 资源特色 

核心景观区主要资源特色为“奇石景观”和“山顶风光”。 

3. 主题定位 

以山顶核心区域为主体，以登高游览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增加游览的安全性和体验感。 

（4）一般游憩区 



 

27 
 

1. 景区构成 

一般游憩区，由三个景区构成：森林游憩区、森林科普研学区、森林康养

区。 

2. 资源特色 

一般游憩区主要资源为森林景观，与之呼应的山峦景色。 

3. 主题定位 

核心景观区和一般游憩区是强化森林公园“探山林野趣、享森林之康、读

植物之韵”游览主题的重点区域，也是公园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的核心载体。 

5.4 分区建设项目与景点规划 

5.4.1 管理服务区 

（1）粗石管理服务区 

1.游客服务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规划用地面积约 4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占用

林地面积 3000 平方米。以满足公园管理和景区发展需要，兼具旅游咨询、行程

安排、旅游厕所、票务、餐饮、购物、医务急救、停车场、旅游车接驳点等公

共服务设施，游客中心主楼为景区开展游客接待咨询工作的主要场地。 

2.森林公园大门 

规划于森林公园主入口，雕刻“大罗山森林公园”名称及标识。占地面积 100

平方米，结合森林的景观形象，采用接近自然的天然石材，四周营造植物景观，

合理利用山水环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彰显公园生态环境氛围。 

（2）大罗山管理服务区 

1. 游客服务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规划用地面积约 45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占用

林地面积 3000 平方米。以满足公园管理和景区发展需要，兼具旅游咨询、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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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票务、餐饮、购物、医务急救、停车场、旅游车接驳点等公共服务设施，

游客中心主楼为西北部开展游客接待咨询工作的主要场地。 

2. 森林公园大门 

规划于森林公园主入口，雕刻“大罗山森林公园”名称及标识。占地面积 100

平方米，结合森林的景观形象，采用接近自然的天然石材，周边种植观赏花木，

是其融入自然，又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表 5-2 管理服务区建设项目表 单位：平方米 

分

区 

编

号 

项目

名称 
地点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占用林地面积 建设内容 

项目

分期 

粗

石

管

理

服

务

区 

 

1 

游客

服务

中心 

门口 4500 1200 4500 

兼具研学住

宿、旅游咨

询、旅游厕

所、票务、

餐饮、购

物、医务急

救、停车场

等公共服务

设施 

一期 

2 

森林

公园

大门 

东部

入口

处 

100 - - - 一期 

大

罗

山

管

理

服

务

区 

1 

游客

管理

服务

点 

公园

西北

部 

4500 1200 4500 

停车、餐

饮、旅游咨

询购物、消

防、急救、

安全保障等

公共服务设

施 

一期 

2 

森林

公园

大门 

北部

入口

处 

100 - - - 一期 

合计 9200 2400 9000   

5.4.2 一般游憩区 

（1）森林康养区 

1. 森林康养文化园 

根据地形地势与林木资源，就地取材，建设半山竹楼、树上餐厅、儿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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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等生态型建筑，占地面积分别为1公顷、1公顷、1公顷，为游客提供森林特色

的食宿疗养体验，为都市人引领一种新的健康生活方式。 

2.中医养生基地 

可与省内外中医药大学合作新建中医药养生基地，同时也可作为中医药大

学教学实习（验）基地，还是面对游客开放的中医药养生基地，在周边林地种

植南药品种，面积约 10 公顷。规划建设中医药体验馆，占地面积 1 公顷，建筑

面积 5000 平方米，占用林地 5000 平方米。 

3. 森林营地 

利用南部山体的平坦处，参照《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GB/T 31710）

第四部分青少年营地标准建徒步式森林营地，侧重于服务青少年游客，为培养

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团队活动的兴趣和技能提供自助或半自助的场地和设施，

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规划面积1公顷。 

4. 森林氧吧 

在森林植被茂密的区域建设森林氧吧，为游人提供健身、拓展训练等有氧

运动服务。森林氧吧中设置运动简易平台等，铺设用于脚底按摩的卵石游道等

专门的辅助设施。游人可进行静坐（躺）、瑜伽、吐纳、打太极拳、穴道健身行

等修身养性的有氧活动，或通过跑、跳、攀、爬、推、拉、等各项有氧运动达

到生态保健的目的。规划面积1公顷。 

5. 云海观景台 

在道路拐弯处，利用现有开阔的视野，规划建设云海观景台1处，游客可以

此尽览大罗山雨后云海奇观。该观景台可融入森林浴、森林瑜伽功能建设，旅

游者在观景的同时，也可开展森林有氧运动。该观景台同时兼具防火瞭望的功

能。规划面积500平方米。 

6. 低碳亲子营地 

侧重于亲子家庭游类游客，利用林中台地建设家庭化、趣味化的步入式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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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露营地，可设童趣园、玩木乐园、星星小屋、观鸟树屋等项目，是突出体现

低碳生活理念和营地生活方式的露天科普游憩营地。建设面积5000平方米。 

7. 康养径 

康养径位于森林康养区北部，沿山体蜿蜒而下，穿过阔叶林，步入其中高

浓度的负氧离子令人心旷神怡。利用森林原有山石、落叶、枯枝进行步道建设，

长度 1000 米，宽 1-1.5 米。 

8. 小飞瀑 

瀑布位于中东部。瀑水从山巅喷出，三叠二潭，中叠 10 余米，水流恰似一

条绸带从天而降，腾挪翻滚，极为瑰丽。潭水面犹如一面铜镜，清澈见底。在

瀑布旁规划石梯，使游客近距离感受瀑布。在水潭上建设石桥，沿瀑布另一侧

而下规划步道，总长约 50 米。 

9. 森林康养木屋 

规划建设森林康养木屋 20 座，规划面积 1600 平方米；木屋均采用吊脚楼

形式，依地势而建，并加强对周边的高大乔木的保护；完善好木屋的相关基础

配套设施。 

10. 植物精气康养园 

位于静水潭西侧，以植物精气疗法为理论依据，通过打造以特定植物精气

康养主题的林下栈桥、步道游线，将沿路以不同康养形式构建的植物精气体验

点串联起来，并设置相应的体验设施如户外木平台、躺椅、树屋、森林驿站等。

规划面积 1 公顷。 

（2）森林游憩区 

1. 大树 

大树需要多人环抱，古树周围设置休息椅和展示牌，重点展示大树年龄、

树种、生物学特性。面积约50平方米。 

2. 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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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竹林簇状分布，粗大茂盛，给人苍劲的力量，形成独居特色竹林小品

景观。周围配置休息椅和展示牌。面积50平方米。 

3. 情侣树 

两棵树的枝合生在一起，好比如恩爱的夫妻，展现了爱情的力量。在周围

配置休息椅和宣传牌。面积50平方米。 

4. 情人谷 

位于公园东北部，谷长约2公里，谷中溪水潺潺，石头漫步林间，溪水拍打

在石头上激起浪花朵朵。沿溪流规划步栈道，沿途配置休息椅和观景平台。 

5. 森林人家 

森林人家由若干个森林小屋组成，规划面积4000平方米，规划建设森林小

屋40余间，座落在山腰。 

（3）森林科普研学区 

1. 自然教育中心 

自然教育中心位于马鞍部，作为公园主要自然教育教学场所，同时建设展

览馆、儿童休息室等配套设施。规划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占用林地400平方米。 

2. 植物宣教中心 

植物宣教中心位于自然教育中心南侧，建设植物标本馆、活动室和休息室。

规划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占用林地400平方米。 

3. 森林文化体验中心 

森林文化体验中心位于植物宣教中心南侧，规划建设森林文化、林业科普

展览室、休息室和活动室。规划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占用林地面积400平方米。 

4. 种子馆 

种子馆主要展示种子的多样性，收集华南地区各类种子，形成种子博物馆，

规划展示厅、休息室和活动室。规划建筑面积400平方米，占用林地面积400平

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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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竹林听涛 

在该竹林处规划小径，沿途配置休息椅桌以及竹文化宣传长廊，长度约1公

里。 

6. 自然教育径 

在常绿阔叶林在规划建设自然教育径，对沿途植物进行挂牌，路面就近采

用木材、石头等，形成自然的研学步道，规划面积1.5公里。 

7. 阴生谷 

此谷中森林郁闭度高，湿度大，在林下种植兰科植物，蕨类植物等，并对

每种植物设置宣传牌。长度1公里。 

8. 禾雀花 

此处生长有野生禾雀花，适当种植人工禾雀花，形成禾雀花景观，规划配

置休息椅等。面积500平方米。 

9.儿童树屋 

在该区最北端规划400平方米的儿童树屋。木屋均采用吊脚楼形式，依地势

而建，并加强对周边的高大乔木的保护；完善好木屋的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表 5-3 一般游憩区建设项目表  单位：平方米 

景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占用林地

面积 

分

期 

森

林

康

养

区 

森林康养文化

园 

建设半山竹楼、树

上餐厅、儿童树屋

等生态型建筑 

西部山腰 30000 10000 10000 
一

期 

中医养生基地 

在周边林地种植南

药品种。规划建设

中医药体验馆 

西部山腰 10000 5000 5000 
二

期 

森林营地 
青少年营地标准建

徒步式森林营地 

南部山体

的平坦处 
10000   

二

期 

森林氧吧 

森林氧吧中设置运

动简易平台等，铺

设用于脚底按摩的

卵石游道等专门的

辅助设施 

森林植被

茂密的区

域 

10000   
一

期 

云海观景台 
规划建设云海观景

台 1 处，游客可以

道路拐弯

处 
500 - 500 

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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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占用林地

面积 

分

期 

此尽览大罗山雨后

云海奇观 

低碳亲子营地 

利用林中台地建设

家庭化、趣味化的

步入式森林露营

地，可设童趣园、

玩木乐园、星星小

屋、观鸟树屋等项

目 

西北部山

体平坦处 
5000 - - 

二

期 

康养径 

利用森林原有山

石、落叶、枯枝进

行步道建设 

森林康养

区北部 
- - - 

一

期 

小飞瀑 

在水潭上建设石

桥，沿瀑布另一侧

而下规划步道，总

长约 50 米 

中东部 - - - 
一

期 

森林康养木屋 

木屋均采用吊脚楼

形式，依地势而

建，并加强对周边

的高大乔木的保

护；完善好木屋的

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森林营地

北侧 
1600 - - 

一

期 

植物精气康养

园 

通过打造以特定植

物精气康养主题的

林下栈桥、步道游

线，将沿路以不同

康养形式构建的植

物精气体验点串联

起来，并设置相应

的体验设施如户外

木平台、躺椅、树

屋、森林驿站等 

位于静水

潭西侧 
10000 400 400 

二

期 

森

林

游

憩

区 

古树 
古树周围设置休息

椅和展示牌 
该区北部 50 - - 

一

期 

情侣树 
在周围配置休息椅

和宣传牌 
古树东侧 50 - - 

一

期 

竹韵 
周围配置休息椅和

展示牌 

古树西南

侧 
50 - - 

一

期 

情人谷 

沿溪流规划步栈

道，沿途配置休息

椅和观景平台 

公园东北

部 
500 - - 

一

期 

森林人家 
森林人家由若干个

森林小屋组成 
该区东侧 4000 - 4000 

一

期 

森

林

科

普

自然教育中心 
建设展览馆、儿童

休息室等配套设施 
马鞍部 400 400 400 

一

期 

植物宣教中心 
建设植物标本馆、

活动室和休息室 

位于自然

教育中心
400 400 400 

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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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占用林地

面积 

分

期 

研

学

区 

南侧 

森林文化体验

中心 

规划建设森林文

化、林业科普展览

室、休息室和活动

室 

位于植物

宣教中心

南侧 

400 400 400 
一

期 

种子馆 
规划展示厅、休息

室和活动室 
该区北侧 400 400 400 

二

期 

竹林听涛 

沿途配置休息椅桌

以及竹文化宣传长

廊 

竹林处 - - - 
一

期 

自然教育径 

对沿途植物进行挂

牌，路面就近采用

木材、石头等，形

成自然的研学步道 

常绿阔叶

林下 
- - - 

一

期 

阴生谷 

在林下种植兰科植

物，蕨类植物等，

并对每种植物设置

宣传牌 

山谷 - - - 
一

期 

禾雀花 

适当种植人工禾雀

花，形成禾雀花景

观，规划配置休息

椅等 

野生禾雀

花处 
500 - - 

一

期 

儿童树屋 
木屋均采用吊脚楼

形式 

该区最北

端 
400 - - 

一

期 

合计 71750 15400 19900  

5.4.3 核心景观区 

（1）大罗山景区 

1. 观景平台 

在山腰构建观景平台，面积 200 平方米，供游客仰望山顶风貌，俯瞰森林

尽景观，近看天然瀑布群，让人流连忘返。 

2. 奇石景观 

位于公园海拔最高处，它是清城区第一高峰，海拔高度为 957 米。山势巍

峨高耸，挺拔峻秀。山顶堆积着数不清的奇石，四周都是深达数百米的悬崖绝

壁。天气晴好能见度高的时候，向南可以远眺大帽山、二帽山和清远市区的高

楼大厦；向东可以看到蜿蜒流淌的北江河和气势恢弘的飞来峡大坝。向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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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见到群山环绕中的鱼坝和鱼嘴；向西可以俯瞰连绵不绝的笔架群山。 

在此处，修建观景平台，规划面积 1000 平方米，对现在木栈道进行修缮，

在显眼处石头上雕刻“大罗山”，打造网红打卡点。 

3. 半山亭 

半山亭规划占地面积 50 平方米，两层，双飞檐，砖木结构，木或石柱，褐

瓦，内设置石桌、石凳，古色古香，四周搭配种植观花、芳香灌木丛，形成一

处风景点，也为登山观景的游客提供临时歇脚和休息的场所。 

（2）森林运动体验区 

1. 健身绿道 

修建健身绿道长度为 2 公里，沿线设置 2 个绿道驿站，修建遮阳亭和休息

长椅。在绿道路面及周边设置里程标识、健身指南标识等。 

2. 绿影长廊 

修建全长 200 米、宽 4 米、高度不超过 3.5 米的仿木制休憩长廊，并选用攀

附绿植进行美化。 

3. 森林浴场 

该处常绿阔叶林茂盛，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的特点，可在林中布设各种休

闲健身辅助设施建森林浴场，游人可进行修身养性的活动，或通过有氧运动达

到生态保健的目的。规划面积 1 公顷。 

4. 秀林亭 

在鞍部修建一处休息亭，供游人观景，俯瞰山体，青山、绿水尽收眼底，

如诗如画。规划建筑面积 25 平方米，高 4 米，单飞檐，砖木结构。 

5. 休息亭 

此处在公园腹地，森林密闭，空气清新，透过树林缝隙，可远观森林美景，

在此处规划休息亭，面积 20 平方米，周边配置石凳。 

6. 静水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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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水潭位于山谷处，瀑布不急不慢，随着岩石缝隙潺潺而流，别有一番

风味，瀑布底下行程天然的水潭。在此处规划观瀑平台和休息椅，面积 50 平方

米。 

7. 蛤蟆石 

溪谷乱石丛中耸立着一尊巨大的顽石，形似一只昂首欲纵的大癞蛤蟆，故

称“蛤蟆石”，在路旁石头上刻“蛤蟆石”，规划观景平台和休息椅，面积 50 平

方米。 

8. 奇石谷 

公园内最大的一条季节性溪流，从山地流出，蜿蜒曲折，雨后流水潺潺，

在夏季富水季节，水深 40 厘米左右，宽 1～5 米不等，低洼之处小潭遍布，叠

水错落有致。 

沿峡谷修建 1.5 公里步道，配置休息椅，深入密林，有些地方设置河床石

骨暴露使流水急湍有声，游客可从水面经过，与溪流亲密接触。溪中密布石头，

石头奇形怪状，错落有致，此景称“奇石谷”。 

表 5-4 核心景观区建设项目表  单位：平方米 

景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占用林地

面积 

分

期 

大

罗

山

景

区 

观景平台 构建观景平台 山腰 200 - 200 
一

期 

奇石景观 

修建观景平台，对

现在木栈道进行修

缮，在显眼处石头

上雕刻“大罗

山”，打造网红打

卡点 

山顶 1000 - - 
一

期 

半山亭 

两层，双飞檐，砖

木结构，木或石

柱，褐瓦，内设置

石桌、石凳 

山腰 50 50 50 
二

期 

森

林

运

动

体

健身绿道 
修建遮阳亭和休息

长椅 
该区东部 - - - 

一

期 

绿影长廊 

仿木制休憩长廊，

并选用攀附绿植进

行美化 

该区中部 - - - 
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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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项目选址 

占地面

积 

建筑面

积 

占用林地

面积 

分

期 

验

区 森林浴场 

可在林中布设各种

休闲健身辅助设施

建森林浴场 

该区西南

部 
10000 - - 

二

期 

秀林亭 单飞檐，砖木结构 鞍部 25 25 25 
一

期 

休息亭 规划休息亭 公园腹地 20 20 20 
二

期 

静水潭 
规划观瀑平台和休

息椅 
山谷处 50 - 50 

一

期 

蛤蟆石 
规划观景平台和休

息椅 
溪谷 50 - 50 

一

期 

奇石谷 
修建 1.5 公里步

道，配置休息椅 
溪谷 - - - 

一

期 

合计 11395 95 395  

5.5 发展战略和森林旅游营销策划 

5.5.1 发展战略 

根据公园生态旅游业发展条件分析，针对公园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方略、解

决重要问题的基本策略、处理公园内外有关发展大计关系的基本思路，按照宏

观指导性、系统全面性和发展前瞻性的原则，对公园未来发展提出以下发展战

略。 

（1）政府主导战略 

规划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营造环境、创造条件、扶持企业

等方式，从人力资源配置、政府资金扶持、发展环境优化、招商引资等方面给

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铺平道路，并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为市场“无形之手”的运

作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  

（2）绿色发展战略 

丰富的森林风景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是公园的核心资源和主要吸引点，

也是公园旅游业的命脉所在，必须全面加以保护。为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生态

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度开发，必须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实施

绿色设计、提供绿色旅游产品，鼓励绿色消费等，严格按照环境容量控制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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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使公园环境保护和旅游开发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建设项目

应尽量节约资源，利用现有林业辅助生产用地建设，降低新增用地规模。 

（3）精品带动战略 

“塑品牌，造精品”是保障公园长期发展的战略手段。在保护好公园景观资

源与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LB/T051-2016）和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T 26362-2010）的要求，充分发

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着力发掘其生态价值、美学价值、科研价值、康养价值和

娱乐价值，从旅游资源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层面加强景点建设，完成旅游基础

设施及接待服务设施的完善和提升，塑造地方标杆——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广

东省自然教育基地，打造区域品质康养旅游和自然教育精品，并带动其它旅游

产品的开发。 

（4）阶段开发战略 

公园森林风景资源丰富、涉及范围广、地形复杂，应优先选择能起示范带

动效应的优质资源进行创新开发，为后期开发做准备；选择不同质量的产品组

合开发，为长远开发做准备；针对市场需求变化开发相关产品，引导和满足不

同时段的市场需求，确保分期分批建设的时效性和延续性，实现公园长期稳定

发展。 

（5）社区共建战略 

公园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周边社区居民的配合和支持。应把周边社区的

共同发展纳入公园旅游开发的目标任务，妥善处理旅游开发与周边社区发展的

关系，使公园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调发展，构建人与自然、林场与旅游

企业、公园与社区高度和谐的生态旅游区。 

（6）全域联动战略 

为降低周边同质旅游景区的恶性竞争，提升公园市场竞争力，在强化公园

自身建设与市场营销工作，努力提高公园知名度的基础上，公园应加强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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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的合作联动，建立资源共享、产品互补、营销共谋、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

联和体。按照“全域联动——全业态、全空间，构建清城区康养旅游圈”的理念，

围绕公园森林康养和科教资源，以大罗山景区为首开区，构建清城区康养旅游

圈；同时整合区域内生态、文化、农林产业、乡村等相关旅游资源，以森林康

养产业为动力与引擎产业，整合利用一二三产业的全部生产要素，实现全域养

生产业化。 

5.5.2 营销策划 

（1）营销目标 

塑造特色鲜明、友好度高的公园形象； 

提高业界和旅游者对公园的认知度； 

选择重点旅游目标市场，确保旅游优先开发区客流量； 

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收入。 

（2）营销策略 

公园营销采取 4P 营销策略，即产品策略(Product Strategy)、价格策略(Price 

Strategy)、促销策略(Promotion Strategy)、分销策略(Place Strategy)。 

1. 产品策略 

产品开发：针对不同季节景观资源特色和不同年龄、阶层、地域的游客需

求，开发具有不同主题特色的旅游产品，进行差异化营销。 

产品创意：积极开发文化创意性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产品形式。 

产品包装：以养生文化为主题包装产品，吸引游客，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2. 价格策略 

价格作为经济杠杆是促进公园旅游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需求的旅游

产品应实施弹性价格策略。对于价格弹性系数大的产品，如一般观光产品、休

闲度假产品、自然教育产品等，可采取优惠价格以吸引客源；对于价格弹性系

数小的产品，如精品户外体验、高端森林康养产品，可提升产品品位提高价位



 

40 
 

以增加收入。旅游淡旺季采取不同的价格，以分流旺季游客，吸引淡季客源。

对于不同人群和分销商则采取灵活的价格调节措施。 

3. 促销策略 

整体促销。树立区域旅游观念，建立森林公园—大罗山茶园联合市场营销

机构，采取区域联合营销，实行横向联动机制，形成整体营销合力，共同打造

并宣传推广大罗山品牌形象。 

（2）广告促销。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媒介及新媒体进行广

告促销，制作公园宣传片、旅游网页、户外广告、旅游宣传册、手提袋等，全

面展示公园风貌，提升公园影响力与知名度。 

（3）节庆促销。结合地方传统节日，融入公园优质独特的自然资源，链接

茶文化、、森林文化、康养文化、奇石文化等人文资源，综合展现当地民风民

俗的节日氛围，达到节庆促销活动的效果。 

4. 分销策略 

（1）直接渠道。公园旅游产品除向游客直接销售外，还可注册大型购物网

和旅游网会员，通过网络向顾客销售特色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 

（2）间接渠道。公园内的特色旅游产品和纪念品，通过中间商（旅行社等）

进行分销，分销的地点更加多样，针对的消费市场也更加大。 

5.6.3 营销手段 

（1）传统营销 

1. 媒体营销 

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不同媒体发布信息，多途径扩散，

开展全媒体互动营销。在旅游行业刊物上做广告，专业程度要求高，主要针对

旅游批发商和经营商。电视媒体易于接近大众旅游市场，通过音乐、色彩和画

面的综合运用增强震撼力，从而影响大众市场。 

2. 户外广告、宣传材料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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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干道以及主要客源市场做悬挂广告、墙面广告和灯箱广告。给游客

提供森林公园宣传册、挂历、招贴画、手提袋、打火机等各档次、各类型的宣

传材料，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公共关系营销 

与新闻界建立良好关系，可将有价值的新闻宣传信息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

去，有助于塑造良好的旅游整体形象； 

通过专题新闻报告、专题电视风光片、专题性学术会和电视综艺节目等多

种运作形式，宣传公园旅游产品； 

与主要客源市场的中小学校联系，针对中小学生推出自然体验教育活动，

塑造广东省生态教育旅游的示范基地。 

（2）圈层营销 

康养品牌最独特的营销方式是——进入高端消费者的生活圈子中，利用圈

层影响力赢得潜在客户。圈层营销的方式包括举办主题酒会、主题沙龙、商业

论坛、俱乐部营销、贵宾卡制度、与私人银行联动等。 

（3）跨界联盟营销 

联合知名艺术家，开展竹工艺品鉴赏、奇石文化之旅等活动，并形成战略

合作伙伴，联手营销；与著名寝具、高端汽车等联合推出“寻找最佳养生睡眠度

假目的地”、“最生态之旅”、“清城最美山峰”活动；与主要客源市场的摄影协

会组织合作推出“摄影艺术游”活动，邀请电影或电视剧的摄影组到公园选取外

景等，提升公园的品牌影响力。 

（4）节庆营销 

参加全国或地方性的节庆活动、展销会；着重针对康养游客市场的心理诉

求与消费心理，结合公园资源特色，重点打造国际高端养生论坛、森林文化艺

术节、大罗山国际度假避暑节这三大主题节庆活动，同时辅以中国森林康养年

会、自然观察节、养生音乐节、亲子狂欢节、中国避暑论坛、国际癌症康疗论



 

42 
 

坛、森林自然教育论坛等七大配套主题节庆，形成月月有节庆，四季不停歇的

活动设计。 

（5）智慧营销 

顺应“互联网+”与清城区发展“全域旅游”的趋势，推动公园旅游在线服务、

网络营销、网上预定、网上支付等智慧旅游服务。聘请专业团队搭建公园旅游

营销平台，上传公园相关旅游信息，同时对接在线旅游服务平台网站，为游客

提供智慧化的“一站式”服务与体验，促进游客在餐饮、文化、娱乐、交通、购

物等休闲度假配套服务方面的在线消费，实现线上购买旅游服务、旅游纪念品

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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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容量估算及客源市场分析与预测 

6.1 容量估算 

6.1.1 测量原则与方法 

游客容量计算方法普遍采用的有三种：即线路法、卡口法和面积法。根据

蒲芦山森林公园总体布局和各景区景点的特点及游览方式，本次采用线路法测

算日游客容量。森林公园每天可供游览时间平均为 8 小时，游客游览一天最舒

适合理的时间为 7 时。 

①完全游道法 

C=米/米×D 

式中： 

C：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米：游道全长，单位为米； 

米：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道长，单位为米； 

D：周转率(D=景区开放时间/游完全游道所需的时间)。 

②不完全游道法 

C=米/〔米+(米×E/F)〕×D 

式中： 

C：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米：游道全长，单位为米； 

米：每位游客占用合理游道长，单位为米； 

D：周转率(D=景区开放时间/游完全游道所需的时间)； 

F：游完全游道所需时间； 

E：沿游道返回所需时间。 

③面积法测算游客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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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法的计算公式为：C=W/K×D 

式中： 

C——日游客容量（人次/日）； 

W——可供游览总面积（平方米）； 

K——游客人均合理占用游览面积（平方米/人）； 

D——日周转率，(D=景区开放时间/游完全游道所需的时间)， 

④游客容量 

Q=(小时/T)×C 

式中： 

Q：日游客容量，单位为人次； 

小时：游完某景区或游道所需时间，单位为小时； 

T：游客游览最舒适合理的时间，单位为小时； 

C：某景区或游道日环境容量，单位为人次。 

6.1.2 测算结果 

（1）日游客容量 

1. 线路法游客容量估算 

根据计算方法测算森林公园日环境容量和游客容量理论值。经计算，线路

法计算环境日容量 4314 人次，游客日容量为 3081 人次。 

表 6.1 线路游客环境容量估算表 单位：小时、米、人次 

景区 长度 
游玩游道

所需时间 

单位游客占用

合理游客长度 
周转率 环境日容量 游客日容量 

森林游憩区 3390 3 8 3 1130 848 

森林科普研学区 3247 3 8 3 1082 812 

大罗山景区 1497 3 16 3 250 187 

森林运动体验区 3595 4 8 2 899 599 

森林康养区 3812 4 8 2 953 635 

合计 15541 17   4314 3081 

2. 面积法游客容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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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算方法测算森林公园日环境容量和游客容量理论值。经计算，面积

法计算环境日容量 4598 人次，游客日容量为 2214 人次。 

表 6.2 面积游客环境容量估计表 单位：小时、米、人次 

功能分

区 

项目名

称 
面积 

游玩

时间 

单位游客占用

合理游客面积 

周转

率 

环境日容

量 

游客日容

量 

管理服

务区 

粗石管

理服务

区 

4500 1 50 8 720 360 

大罗山

管理服

务区 

4500 1 50 8 720 360 

小计 9000 2 100 16 1440 720 

一般游

憩区 

森林康

养文化

园 

30000 4 100 2 540 260 

中医养

生基地 
10000 2 100 4 400 200 

森林营

地 
10000 2 100 4 400 200 

森林氧

吧 
10000 2 100 4 400 200 

云海观

景台 
500 0.5 50 16 160 80 

低碳亲

子营地 
5000 2 100 4 200 50 

植物精

气康养

园 

10000 8 100 1 60 40 

古树 50 0.5 50 16 16 16 

情侣树 50 0.5 50 16 16 16 

竹韵 50 0.5 50 16 16 16 

情人谷 500 2 50 4 40 20 

森林人

家 
4000 2 100 4 160 40 

自然教

育中心 
400 4 50 2 16 16 

植物宣

教中心 
400 4 50 2 16 16 

森林文

化体验

中心 

400 4 50 2 16 16 

种子馆 400 4 50 2 16 16 

禾雀花 500 1 50 8 80 8 

小计 82250 39 1200 108 2752 1260 

核心景

观区 

观景平

台 
200 0.5 50 16 6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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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

区 

项目名

称 
面积 

游玩

时间 

单位游客占用

合理游客面积 

周转

率 

环境日容

量 

游客日容

量 

奇石景

观 
1000 2 50 4 80 40 

半山亭 50 0.5 50 16 16 16 

森林浴

场 
10000 4 100 2 200 100 

秀林亭 25 0.5 50 16 8 8 

休息亭 20 0.5 50 16 6 6 

静水潭 50 0.5 50 16 16 16 

蛤蟆石 50 0.5 50 16 16 16 

小计 11395 9 450 102 406 234 

合计 92645 50 1750 226 4598 2214 

3.森林公园游客容量 

综上，森林公园环境日容量 8912 人次，游客日容量 5295 人次。 

（2）年游客容量 

计算公式 C=∑D（ c 米 ax ×P） 

式中： 

C——环境（游客）年容量 

D——旅游平、淡、旺季各占的天数 

c 米 ax ——日环境（游客）容量 

算式中，根据经验值，旺季的游客容量系数为 1，淡季游客容量系数为 0.5。 

考虑到森林公园作为远郊型森林公园主要客源为本地市民，旅游淡旺季与

传统森林公园不一样，按照每个周末和法定假日为旺季，目前国家法定节假日

天数为 11 天，休息日为 104 天，总共 115 天；工作日 250 天，为淡季，环境年

容量 213.89 万人次，游客年容量为 127.07 万人次。 

（3）人口容量  

森林公园内总人口容量包括居民和外来游客。  

1.外来游客：根据环境质量和游人状况进行测算，结合淡水资源、土地资

源、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相关设施进行综合校核，森林公园内影响游客数量

和分布的控制因素为接待服务设施，根据设计的各类接待服务设施的数量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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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点，森林公园游客日容量最多不超过为 1771 人。 

2.服务职工：职工包括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这类人员数量相对较少，

影响其容量的制约因素是管理机构的设置以及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旅游

服务的需要。森林公园内无村民点，吸纳周边村民参与森林公园的管理和服务，

从而减少外来人员对森林公园环境的影响。根据森林公园的管理、保护和开展

生态旅游的需要，职工容量为 50 人较为适宜。 

6.2 客源市场分析 

6.2.1 清远市旅游经济分析 

2019 年末清远市拥有国家“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19 个，“3A

级”景区 14 个。年末共有星级酒店 11 家。 

2019 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 4728.6 万人次，增长 7.5%。实现旅游总收入

377.4 亿元，增长 9.0%。接待入境旅游人数 28.3 万人次，增长 58%。其中，外

国人 1.95 万人次，增长 85.5%；港澳台同胞 26.4 万人次，增长 56.3%。国际旅

游外汇收入 1.16 亿美元，增长 14.0%。接待国内游客 4700.3 万人次，增长 7.3%；

其中过夜旅游者 1363.1 万人次，增长 6.9%。国内旅游收入 369.4 亿元，增长

8.8%。 

6.2.2 客源结构分析 

（1）时间结构 

到清远旅游的游客中，大部分是观光游客和休闲度假游客，游客到访时间

主要集中于每年的 5-10 月，这个时间主要是森林自然风光比较好的春末、夏、

秋初三季，而且特别是集中于清明、端午等节假日和“五一”、“十一”、春节等

小长假以及周末，季节性和瞬时性特征明显。 

（2）类型结构 

大罗山森林公园景观资源丰富，但其旅游接待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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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影响，到访森林公园的游客大多数以观光旅游为目的，还有部分以休闲度假、

科普考察、森林康养、科普教育等为目的。 

（3）空间结构 

在空间分布上，客源市场以清远市区为中心，呈现“同心圆+辐射状”结构

特征。“同心圆”主要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清远当地居民为主的基础客

源市场；第二层次是以周边县市的游客为主的机会客源市场，并通过地域相似

特征，逐步辐射到粤北、珠三角等地区。 

6.2.3 游客规模预测 

本次规划中，旅游市场的预测取 2021 年森林公园年游客量 1.5 万人次为基

数，参照同类型景区的游客规模，待 2025 年大罗山森林公园各项基础设施建成

后，公园的游客增长会出现跳跃式增长，预计达到 4.44 万人。在 2030 年大约

能建成大罗山森林公园，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游客量会再次出现井喷式增长，

预计达到 10.53 万人。 

表 6-3  大罗山森林公园游客规模预测一览表 单位：%、万人次 

年份 递增率 年增长人数 年游客人数 

2020   1.50 

2021 10 0.15 1.65 

2022 15 0.25 1.90 

2023 20 0.38 2.28 

2024 30 0.68 2.96 

2025 50 1.48 4.44 

2026 30 1.33 5.77 

2027 20 1.15 6.93 

2028 15 1.04 7.97 

2029 15 1.19 9.16 

2030 15 1.3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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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植被与森林景观规划 

7.1 规划原则 

（1）体现森林植被优势，强化现有森林植被保护，丰富生物多样性； 

（2）增加森林群落类型，丰富季相变化，提升森林植被景观的观赏价值和

生态功能； 

（3）以现有树种为主，适当引进优良树种，丰富植被景观； 

（4）注重文化内涵，力求环境绿化与总体环境协调统一； 

（5）点线面相结合，营造多色彩、多层次、多功能的植物景观效果。 

7.2 植被规划 

7.2.1  植被现状 

森林公园的植被类型主要有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桉树林、竹林和经

济林 4 个类型。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面积 168.40 公顷，桉树林面积 0.90 公

顷，竹林 7.56 公顷，经济林 0.32 公顷 

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全园均分布有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森林群

落郁闭度多为 0.7-0.9 之间，乔木层主要组成种类有罗浮锥、杨梅、红锥、披针

叶杜英、华润楠、鸭脚木、毛锥、蕈树、鸭脚木、米槠等，优势树种为罗浮锥、

披针叶杜英。林下灌草本主要有多枝紫金牛、罗伞树、草珊瑚等。地被植物主

要有狗脊、芒萁、深绿卷柏、金毛狗、乌毛蕨、黑莎草等。目前公园内保存的

常绿阔叶林面积较大，但长势较好，群落结构较为完整，生物多样性较高，林

相好，是公园最为重要的森林风景资源，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护生态环

境完整性及提供各种生物食物来源和栖息地，特别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巨

大作用，具有较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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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植被规划 

公园植被改造总目标是恢复地带性顶级植物群落和形成地域特色植被。规

划期内，对现有阔叶林实行严格保护，自然演替为地带性植被景观林。对人工

桉树林通过采伐更新措施进行改造，促进顺向演替，营造季相景观林、乡土特

色林、水土保持林等过渡植被类型。 

更新造林树种以地带性植被构成树种为首选，以壳斗科、樟科、山茶科、

金缕梅科、冬青科、山矾科等植物为主，以近自然的随机混交为主要造林方式，

除特殊景观林外，不造单树种纯林。 

更新改造分期进行，近期为重要节点和交通沿线植被改造，包括公园主要

出入口、各类道路、游步道两侧、观景平台周边，远期为主题森林景观改造，

近期对公园背景林进行改造。 

表 7-1 森林公园植被改造规划表 

序

号 

现状植

被类型 

分布区

域 

规划

植被

类型 

主要改造技术措施 

1 
常绿阔

叶林 
全园 

地带

性植

被景

观林 

严格保护，自然演替。沿游步道选择典型植物群落进行疏透

抚育和林下清理，使林相郁闭度保留在 0.6 左右，增强可进

入性，主要树种挂牌展示。 

2 

常绿落

叶阔叶

混交林 

全园 

季相

景观

林 

以严格保护，自然演替为主，封山育林，进行适度的人工干

预，促进其顺向演替。在主要游步道或观景点视域范围内，

营造标志性地带景观林，以本土植物红锥为优势种，与米

椎、华润楠、罗浮栲等混植，灌木以桃金娘、小蜡、栀子、

小叶女贞等为主。 

3 
人工桉

树林 
全园 

乡土

特色

林 

人工桉树林景观价值较低，要逐步采伐更新，更新采用带状

皆伐方式，可选用枫香、乌桕、火力楠、深山含笑、华润楠

等，营造木本植物和彩叶林景观。 

分区森林植被改良： 

（1）公园入口管理服务区 

景观提升：管理服务区是游客集中的区域，按照园林式配置植物景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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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乔木、低矮灌木、人工草皮相间配置的方式，形成物景观，以高大乔木、

低矮灌木、人工草皮相间配置的方式，形成多层次的植物景观，规划改造面积

约多层次的植物景观，规划改造面积约 8500 平方米。 

（2）一般游憩区 

植被主要是人工桉树林，植被改良可栽植常绿树种，以火力楠、罗浮栲等

为主，可在其中混植木荷，过渡树种可配植含笑、杜英等，下层植物可选配九

节、九里香、山茶、吊钟花等，栽种木荷在森林防火功能方面得到一定的提升，

最终常绿阔叶植物群落为背景林。 

（3）核心景观区 

核心景观区具有较好的林相与林分，树高林密，郁郁葱葱。规划对该区的

森林植被实行封育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人为采伐或其它破坏行为。加强对森

林资源的动态监控，促进森林植被的顺向演它破坏行为。加强对森林资源的动

态监控，促进森林植被的顺向演替，提升森林景观质量。 

7.3 森林景观规划 

在植被恢复与改造中要注重营造森林景观，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功能，为

森林旅游活动开展夯实基础。现状森林景观含森林植被景观、森林群落景观、

人工林景观和森林植物景观，森林景观规划实行分类指导、分区建设。规划按

森林群落景观、人工森林景观、景点线路周边绿化和防火林景观。 

7.3.1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规划 

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是大罗山森林公园的地带性植物景观，观赏价值

较高。通过保护和培育，把大罗山森林公园的整体林相培育成为观赏性高的原

生性地带性南亚热带阔叶林景观，让人可见的原生性较强的南亚热带阔叶林景

观，将其打造成粤北著名的极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植被景观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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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人工森林景观规划 

目前主要为桉树林，桉树主要位于公园东南边缘，改造面积 0.90 公顷，可

选择种植防火树种，如火力楠、红花荷、枫香等，以供游客远眺观赏，感受植

物因季的四时变化，陶冶性情。 

7.3.3 景点线路周边绿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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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持自然原生植物景观前提下，在公园境内的林区主干道、登山道、康

养步道等两旁适当运用乔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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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形成一路一品特色道路植物景观。 

以保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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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2  大罗山级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规划表 

景观

类型 

序

号 
景观属性 营造方式 树种配置 工程量 分期 

森林

群落

景观 

1 
罗浮锥+红

锥林群落 

规划期内严格保护，新修游步

道、围栏，挂牌，林下清理 

罗浮锥、杨

梅、红锥、披

针叶杜英、华

润楠、鸭脚木 

5 公顷 二期 

2 
红锥+披针

叶杜英 

加强保护，自然演替，进行林

下清理，对长势衰弱的进行培

管复壮，加强病虫害监测防

治，挂牌，加设围栏，开辟游

步道 

红椎、披针叶

杜英等 
5 公顷 二期 

3 荷木 

加强保护，自然演替，选择邻

游步道地块数处进行疏伐和林

下清理，郁闭度调整为 0.6 左

右，对构成树种挂牌，古树加

设围栏 

毛竹、南酸

枣、马尾松、

赤楠、栀子等 

0.5 公顷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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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类型 

序

号 
景观属性 营造方式 树种配置 工程量 分期 

4 
人工林（桉

树） 

选择邻游步道地块数处疏伐，

郁闭度调整到 0.7 以下，桉树林

进行改造，补植阔叶树种，开

辟步道供观赏体验 

壳斗科、樟

科、木兰科、

山茶科植物 

0.9 公顷  一期 

古树

名木

景观 

5 
红椎古树，

树龄 50 年。 
挂牌保护，开辟简易步道 红锥 1 公顷 一期 

主题

森林

景观 

6 
大罗山景区 

 

对现有常绿阔叶林进行保育。

周围植被要和谐自然，同时可

以对游步道附近长势较好的植

物进行进行适当疏伐、清理，

可以构成浓郁的森林景观。在

地势较为平坦的区域，可在乔

木层下种植色叶灌木或草本植

物。 

壳斗科、樟

科、杜鹃花科 
5 公顷 一期 

7 森林康养区 

在林间补植秋枫、山杜英、山

乌桕、红桑等树冠开展、枝叶

疏朗、生命力旺盛的色叶树

种，在落叶树内适当地掺杂一

些常绿树种。 

秋枫、山杜

英、枫香、山

乌桕、红桑、

乡土花灌木等 

5 公顷  二期 

8 森林游憩区 

保留原有树种，在林间补植秋

枫、山杜英、山乌桕、红桑等

树冠开展、枝叶疏朗、生命力

旺盛的色叶树种，在落叶树内

适当地掺杂一些常绿树种。规

划中的餐厅等场所周边应栽植

防火林，选择木荷、冬青、女

贞等植物团状种植，灵活生

动，参差有致。 

樟树、秋枫、

山杜英、山乌

桕、红桑等 

5 公顷 一期 

9 
森林科普研

学区 

保留原有树种，在林间补植樟

树、乌桕等树冠开展、枝叶疏

朗、生命力旺盛树种，合理清

理有碍景观视线的灌丛，合理

种植花香、彩叶花灌木，在人

流比较集中的区域，可种植结

缕草，形成草坪景观效果。 

樟树、乌桕、

红花檵木、结

缕草 

5 公顷 二期 

10 

公园背景

（远景）森

林景观 

核心景观区要提高阔叶林比

例，增强树种多样性，一般游

憩区要进行林相改造，以道

路、水系、山脊线为界实施林

相整治工程，逐步形成风格明

朗，边界清晰的区域植被景观

特色。 

壳斗科、樟

科、木兰科、

杉科、松科 

-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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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类型 

序

号 
景观属性 营造方式 树种配置 工程量 分期 

11 
游步道森林

景观 

对游道两侧过密植被进行疏

伐，20 米范围内郁闭度保持在

0.6 左右，观景点四周要加大疏

伐强度，开辟视窗，增植低矮

花灌木 

南天竹、金丝

桃、杜鹃、 

鸢尾等 

长度 8 公

里 
二期 

12 
停车场森林

景观 

用高大速生乔木树种营建生态

停车场 

香樟、鹅掌

楸、喜树、黄

山栾等 

面积 1 公

顷  
一期 

13 
管理区森林

景观 

绿化用地按 35%控制，见缝插

绿，以落叶速生高大乔木树种

为主，春夏葱郁，秋冬疏朗，

富有季相变化，配植常绿珍稀

树种和乡土花灌木 

鹅掌楸、喜

树、枫香、乌

桕、楠木、香

樟、木芙蓉、

蔷薇、红继木

等 

0.9 公顷 一期 

7.4 风景林经营管理规划 

在森林经营时，积极推广应用健康森林经营、近自然森林经营、碳汇森林

经营等可持续发展的森林经营理论和配套技术，培育健康、高效、优质、接近

自然、景观优美、生态服务功能完善的森林生态系统。风景林含面上植被景观

林、点线森林景观林和小绿地林木，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育林和护林。 

7.4.1 育林 

育林包括育苗、造林、抚育管理、封山育林四项内容。 

（1）育苗。公园不规划育苗基地，苗木可从周边苗场购买。 

（2）造林。对公园植被改造、森林景观点营造和小绿地建设实行工程化管

理，严格按照先规划（设计）、后施工的程序进行，由专业队伍负责设计与施工。 

（3）抚育管理。新造林地和小绿地的林木抚育和维护纳入工程化管理，要

编制年度抚育（维护）计划，由专业队伍按年度计划进行。林地（绿地）抚育、

维护工作可组建公园专业队伍承担，也可对外发包完成。 

（4）封山育林。对规划中的自然演替植被，实行封山育林，加强山林管理，

防止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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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护林 

护林的主要任务是防火、防灾和防止人为破坏。 

建立护林队，根据公园旅游开展情况，近期按 50 公顷一人确定护林队员数

量，远期按 20 公顷一人确定护林队员数量。 

对外以宣传牌的形式发布护林公告，对内建立护林责任制。 

按防火防灾规划完善护林设施和相关应急机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管理措施，对各类伤林毁林行为依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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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生态修复规划 

8.1 规划原则 

（1） 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 

生态修复应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思路，保留原有生物群落

及其栖息地，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生态破坏严重的区域，采取

人工修复措施，促进自然修复。 

（2）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原则 

根据修复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修复措施。根据森林公园

内山脉、河流、道路等特点，通过“造、封、补、改、修、管”等综合措施，

充分利用森林公园优美的景观，构建起“自然、多彩、连通、生态”的健康稳

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3）保护优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原则 

遵循自然规律，以“尊重自然、生态优先”为核心，让自然做工，发挥自

然修复的潜力，坚持保护优先和近自然可持续经营理念，科学开展生态修复工

作建设。加强原生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 

8.2 生态修复对象（类型） 

根据监测资料及实地调查，在大罗山森林公园范围内，生态修复对象（类

型）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1）外来有害入侵物种 

（2）受影响的生态环境因子 

（3）道路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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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生态修复的规模和地点 

根据大罗山森林公园内生态修复的具体对象（类型），确定生态修复的规模

及地点。详见表 8-1。 

表 8-1 大罗山森林公园生态修复对象规模和地点统计表 

修复对象 地点 规模 单位 备注 

外来有害入侵物

种 
全园 1 项 

第十三章防灾及

应急管理规 

划已详述 

受影响的生态环

境因子 
全园 1 项 

第十六章环境影

响评价中已 

详述 

道路边坡 
一般游憩区、管

理服务区 
1 项 

第七章 植被与

森林景观规划 

8.4 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根据大罗山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不同退化程度及公园内生态修复对象的具

体情况，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生态修复措施，主要生态修复措施如下： 

8.4.1 外来有害入侵物种修复措施 

全面调查并彻底清理外来入侵生物种，就地掩埋。具体生态修复措施已在

“第 13 章防灾及应急管理规划”章节中详细说明。 

8.4.2 受影响的生态环境因子修复措施 

针对森林公园内容易受到影响的生态环境因子需要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

体生态修复措施已在“第 16 章环境影响评价”章节中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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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道路边坡修复措施 

针对森林公园的道路和建设项目的边坡。一是是采取适当的人工干预方式，

选用乡土树种，对道路边坡进行固坡绿化；二是以种植绿篱或防护林带的方式

进行隔离，减少人为干扰；三是以栅栏、铁丝网等方式进行隔离；四是设置相

关的的标识牌、宣传牌和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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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资源与环境保护规划 

9.1 规划原则 

（1）保护优先原则 

对森林公园而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等都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要遵循“以人为本、重在自然、精在特色、贵在和谐”的原则，维护森林公园

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对生态系统造成的不能避免的损害，尽

量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开发建设项目处于生态环境的承受范围之内，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 

（2）科学调查原则 

坚持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科学合理进行保护规划。 

（3）容量控制原则 

森林公园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森林公园旅

游开发的物质基础，对这些资源的开发要做到适度，做到在生态环境和景观资

源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必须保证其再生功能和恢复能力，达到永续利用、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 

（4）因地制宜原则 

森林公园旅游业的开发应突出其森林和生态环境的特点，因地制宜，将保

护与产品开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方面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

一规划，适度超前，共同实施，以求取得森林公园最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9.2 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 

森林公园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资源宝库，作为多学科科研基地和风景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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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具有美好的前景，整体开发保护工作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原则。

森林风景资源是森林公园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游人游览、休闲、观

光、览胜的对象。在森林公园开发建设过程中和旅游管理工作中，必须注重对

景观、景点、景物的保护。森林公园内的森林景观、地文景观和水文景观具有

不可再生性和不可逆变化性，景观资源的保护应贯彻以“保护为主”的前提，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进行严格保护。 

9.2.1 生态保育区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 

（1）保护范围：生态保育区。 

（2）保护对象：常绿阔叶林景观。 

（3）保护要求：本规划期内生态保育区的重点森林风景资源是常绿阔叶林

景观区，严禁游客自主进入林内活动，不对游客开放。 

（4）保护措施： 

在生态保育区内禁止任何破坏森林景观和破坏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景观的

各类活动。 

封山育林，保护森林植被，不得进行有破坏森林及生态环境的建设活动，

严禁对环境及重要野生动植物资源搞破坏性的“开发利用”，政府主管部门应统

一协调管理。 

9.2.2 核心景观区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 

（1）保护范围：核心景区。 

（2）保护对象：常绿阔叶林景观。 

（3）保护要求：严格维持重要森林风景资源的原貌，不得破坏。主要供徒

步、观赏、生态养生之用，限制游客量，不得建设与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无

关的建筑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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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护措施： 

加强宣传、依法保护。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广东省省级森林公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结合森林植被保护，广泛宣传，增强

群众、游客对森林风景资源的保护意识。 

规范经营行为。严格禁止任何进行生产性的经营和采伐活动，其采取的游

览活动为轻型生态旅游活动，如观光、徒步等。 加强管护。聘请当地的村民作

为大罗山森林公园的管护人员。所配备的管护人员必须制定巡护制度，做好巡

护工作、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救护工作。同时，对游客和周边社区积极开展大罗

山森林公园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宣传，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及时上报。 

9.2.3 一般游憩区重点森林风景资源保护 

（1）保护范围：一般游憩区。 

（2）保护对象：常绿阔叶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等植被景观源。 

（3）保护要求：大罗山森林公园内森林景观资源的所有改造、建设项目调

整必须遵循原生态景观需求，其规模、体量、造型、色彩及风格上必须与大罗

山森林公园自然景观相融。 

（4）保护措施： 

严格控制游人数量。在旅游旺季，加强管理，引导游人沿生态游步道观光

游览。严格控制游人规模，防止因游人过多造成对景观、景点、景物的冲击，

甚至引起破坏。特别要控制资源易受破坏的景区景点的游人量，以免游人过于

集中造成生态容量超载而破坏自然景观资源。保持本土社会气息原始、古朴的

本质，并使其与森林景观资源较好的融合在一起。 

规范经营行为。对大罗山森林公园一般游憩区内的重要森林风景资源不得

进行生产性的经营和采伐活动，其采取的游览等经营措施必须符合自然景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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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加强管护。聘请当地的村民作为大罗山森林公园的管护人员，制定巡护制

度，做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巡护工作、救护工作。加强对游客及当地社区居民

的宣传教育，及时制止游客乱写乱刻及涂抹污损建筑物等不文明行为，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并及时上报。 

9.2.4 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工程 

通过不断完善大罗山森林公园景观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基础设施，提升保护

管理能力，建立完善的森林公园景观资源保护管理体系；制定森林公园管理办

法，加强对大罗山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的保护管理；同时，配备专业齐全、

业务过硬的森林公园景观资源保护管理队伍，并根据需要，对国家森林公园不

同岗位人员进行培训，从而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 

（1）界碑、界桩建设 

为了明确大罗山森林公园范围和功能区边界，加强对森林公园的保护管理，

同时为访客提供服务性指南，规范人为活动，规划设置界碑、界桩。 

界碑：在进入大罗山森林公园的主要道路口和与社区相连的区域立界碑 10

块，界碑上标明森林公园全称、批准机关、时间。界碑材料为与环境充分融合

的仿石材料。 

界桩：平均每 1 公里设一颗界桩，具体埋设间距按地形拐点、明显地物点

和人为干扰频繁程度进行调节。界桩分为森林公园边界桩和功能分区界桩，边

界桩设 45 颗，功能分区界桩主要设于生态保育区、核心景观区、一般游憩区等

分区的结合处，功能分区界桩设 50 颗，界桩共设 95 颗。界桩材料为与环境充

分融合的仿石材料。 

（2）完善保护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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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大罗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应有的职、责、权，建立高效率的森林公园

保护管理机制，对森林公园范围内的资源，尤其是森林景观资源实施保护管理。

借鉴国内外森林景观资源保护管理经验，提高保护管理能力，从而形成完善的

保护管理体系。 

（3）强化信息平台建设 

运用 3S 技术，在大罗山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

国家信息管理平台一致的、可兼容的各类子数据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从而

提升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及合理利用水平。 

（4）培养全方位管理队伍 

通过对森林公园管理人员的培训与学习，提高其保护森林景观资源的管理

能力和管理水平，从而形成一支森林景观资源保护利用能力、科研监测能力、

旅游管理服务能力等各方面都强大的管理人才队伍，从而加强对森林植被景观、

生物多样性、地文景观和水文景观等各方面的保护与管理。 

9.3 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保护 

9.3.1 植物资源保护 

植物资源保护，特别是森林植物、可供观赏等资源植物的保护，是森林公

园开发建设的物质基础。珍贵、稀有植物更是国家保护的重点，必须严格保护，

并进行迁地繁育，以提高森林、植物的科研和观赏价值；积极营造精品森林植

物景观，提高森林公园品位和知名度，促进森林旅游事业持续发展。 

（1）植物保护对象 

森林公园内记录到维管植物有 112 科 258 属 375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有金毛狗、樟两种。 

（2）森林植物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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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大罗山森林公园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办法》，加强大罗山

森林公园的巡护管理，执行严格保护。限制采摘野生资源等活动，依法严惩盗

伐、滥伐、任意采伐林木的违法行为。在人为活动较频繁的区域设置警示牌和

围栏等设施。 

建立系统全面的重点保护信息管理系统，随时掌握重点植物资源的动态变

化，加强对森林公园分布的重点植物资源的动态变化，查明重点保护植物数量、

分布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预测种群消长趋势，加强对重点保护植物

的系统管理，以便进一步开展后续研究与数据更新，定期开展动态检测，评估

受威胁程度，指导保护工作，适时修改保护规划，使保护工作更高效、准确。 

大罗山森林公园的珍稀濒危物种开展救护、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

开展珍稀树种人工育苗及造林实验与研究，对实验成功的物种逐步开展人工回

归种植，对可作用材或绿化的树种在森林公园进行推广种植。 

对分布于旅游步道周围和景点内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应设置宣传牌，

标明物种名称和保护等级等，同时设置防护栏或护网，防止游人触摸、刻画。

同时，加强预防管理，防止发生病虫害、火灾等破坏。 

在景区绿化美化过程中，苗木的选择原则上以本地乡土树种为主。对引入

外地的观赏树木和花草种苗应严格筛选，严格执行植物检疫制度，防止把疫情

带入大罗山森林公园。同时，针对大罗山森林公园内已有的外来物种，建立外

来物种监测系统，对森林公园内已有外来入侵植物进行监测研究，逐步开展外

来物种控制工作，避免形成大面积危害。 

生态保育区需配备专人巡视、监督，山间小道入口均封闭，禁止游人进入，

防止游人干扰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安全。 

（3）保护工程 

森林保护站建设工程：规划核心景观区 1 个森林保护站、一般游憩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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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森林保护站，生态保育区建立 1 个森林保护站，次入口建立 2 个森林保护

站，共建 5 个森林保护站。 

9.3.2 动物资源保护 

（1）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 

大罗山森林公园 56 种脊椎动物，其中国家Ⅱ重点保护动物 6 种；“三有”

保护名录（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物种有 37 种（不包括列入国家级的）。 

（2）野生动物保护措施 

开展野生动物监测，为动物保护提供依据。监测对象包括两栖类、爬行类、

鸟类、兽类、鱼类、水生生物，以及外来动物。在森林公园内及周边邻近地区

设施监测点，监测各类动物种类、种群密度、栖息地生境、游客行为对动物活

动影响情况。 

禁止捕捉野生动物。禁止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对野生动物繁殖

地、栖息地实行专门保护，埋设界桩，设立警示牌。保护植食性动物的食物资

源，动物喜食的草本和灌木不能盲目砍伐。 

道路网不能过密。对影响野生动物活动的道路，应开设动物通道。人工营

建一些招引鸟类设施，林分改造时多种植浆果类乔木、灌木，提高鸟类栖息地

质量。森林公园建设施工过程中，应监视、监测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工程建设

不得对植物的生长繁殖环境、动物的栖息繁衍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一般不引入

外来生物，以防外来生物入侵，防止干扰本土植物生长、本区域野生动物生存。

如果需要引入外来植物、动物，必须经过严格的专门论证和检验检疫。 

联合科研院所，积极开展野生动物的救护繁育工作，并定期开展森林公园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调查，查清森林公园内野生动物种类、分布及种群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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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野生动物资源档案，按照动物的季节生存习性及时调整景区旅游路线，避

免旅游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干扰和影响。 

9.4 环境保护 

9.4.1 大气环境保护 

（1）生活燃料采用液化气、电能和太阳能，燃具安装脱硫装置，达到排放

标准才能排放。 

（2）限制机动车辆的进入，对进入景区的游客，可以通过景区统一的环保

汽车或电瓶车解决交通问题，对重点生态保护地区，严格禁止机动车进入。 

（3）认真做好区域内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一旦发现超标要及时治理。 

（4）在污染源附近栽种抗菌性强、吸附能力大的植物，净化空气。 

9.4.2 水资源保护工程 

（1）除生态旅游项目和设施外，禁止兴建对水体和水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和

设施。 

（2）污（废）水，必须建设废水处理设施，杜绝生活废水直接排入水体。 

（3）新建和改建的公路、游道，路基上下必须设置坚固的护坡并种草护土。 

（4）规划新建的各类建筑物，坡度陡峭地段须修建挡土墙，防止因植被破

坏而导致水土流失。 

9.4.3 噪声防治 

（1）森林公园内的各种服务设施噪音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2）消除、减少和减弱噪声，从根本上对声源加以控制。 

（3）禁止在景区内鸣放高音喇叭，汽车在区内游人集中的地区采取禁鸣，

要求使用隔音或低音设施，以及营造隔音林带防治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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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森林公园内的景区景点、旅游设施要合理布局，不同功能区要有一定

距离间隔或利用林木相隔，以免互相干扰。 

9.4.4 土壤环境保护 

森林公园内的土壤环境质量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标准。固体废弃物

要运出园处处理，不可任意丢弃，不可直接埋入土壤。保护森林公园的自然地

貌不受破坏，严禁在景区内开山取石。 

9.4.5 废弃物处理 

生活废水：在游人集中且有接待与服务设施的区域，设计完善的排水系统，

将生活废水进行处理，达到国家废水排放标准后，经地下排水系统排入水体。

在游人分散区设置生态厕所，粪便由清洁工定期清理。生活废水工程设施详见

水资源保护工程规划。 

固体垃圾：在旅游区结合防火宣传碑、牌的设置，设置环境卫生宣传牌，

在游道旁设置环卫标志，宣传环境卫生注意事项：在邻村处发放回收性垃圾袋，

在游路旁设置垃圾箱；主要接待与服务区设置垃圾站，配备专职清洁工人，及

时清除各种固体垃圾并运到垃圾场处理。固体垃圾工程设施详见游览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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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生态文化建设规划 

10.1 规划原则 

（1）保证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独特性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森林风景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地

方政府有关规定，系统地对森林公园内的生物资源、自然环境资源、森林景观

资源等实行全面的保护。森林公园内一切工程设施均不得破坏其自然景观与保

护对象的生存栖息地，保证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独特性。 

（2）兼顾生态文化硬件和软件规划，并与森林公园其他各项建设规划相衔

接 

硬件规划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质载体，其建设是在人们的生态意识的指引

下，以生态理念、环保理念为出发点来规划相应的设施项目；软件规划是生态

文化建设的推动力，提高人们对生态文化的认知水平。在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

设过程中，兼顾生态文化硬件和软件规划，将更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与环境教

育的目的，从而真正发挥森林公园的保护和教育功能。 

（3）将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相结合 

参与性是保护措施得以顺利施行的保障。森林公园通过科普宣传教育、趣

味参与体验等形式使当地社区居民及旅游者认识并了解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

通过科学指导森林公园森林景观资源的科学合理利用，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达到有效保护森林景观资源的目的，从而实现森林公园可持续发展。 

10.2 生态文化建设重点和布局 

10.2.1 生态物质文化建设 

生态物质文化建设是指通过加强森林公园生态文化硬件设施的建设，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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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文化，将生态文化贯穿在森林公园的主要建设项目中，让游客欣赏森

林景观的同时，感受生态文化的熏陶。规划在大罗山森林公园范围内建设多种

形式的生态文化展示场所，以此来巩固、发展和完善以生态知识解说为依托的

生态物质文化建设。其中，大罗山森林公园依托森林科普研学区进行生态体验

教育，同时在山地平台建设自然教育径，进行自然教育宣传活动，满足消费者

学习参与互动的需求；大罗山一般游憩区规划建设大门，依托该景区森林景观

优势，充分发挥森林的充分发挥森林的科教功能，让游客切身体验森林带来的

丰富知识，充分展示绿色生态文化。  

10.2.2 生态制度文化建设 

生态制度，是指以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为中心，调整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

制度规范的总称。生态制度文化，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水平、生态环境保护

制度规范建设的成果，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反映了

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平，也是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生态制度

文化的建设，可以合理限制人们的建设和开发行为，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恢

复生态环境、完善法律体系。因此，在大罗山森林公园范围内按相关标准制定

并实施《大罗山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大罗山森林公园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

《大罗山森林公园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大罗山森林公园游客

守则》等制度。同时，落实生态文化制度建设的部门或专职人员，与相关职能

部门沟通，将大罗山森林公园生态制度建设内容纳入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中，

增强其约束力，从而规范森林公园管理与游客行为，实现规范化管理、制度化

运作。 

10.2.3 生态精神文化建设 

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人类是这个生命体的组成部分，所以人

与自然、人与地球的关系就不是绝对的。人类既应关爱自己的精神家园也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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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然家园。生态精神文化建设就是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

伦理。因此，规划以森林和自然资源为依托，通过开展“认建认领认养”以及

举办不同森林文化主题活动等方式来进行生态精神文化建设。同时，在大罗山

森林公园内设立公益广告牌，以达到宣传、展览的目的，全面深入系统地传播

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增强公众环保意识，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10.4.3 解说载体规划 

（1）标牌 

1. 宣传牌 

分别在大罗山森林公园主入口主要建筑物墙体或上方等醒目位置设置大型

宣传牌 2 块，介绍大罗山森林公园的概况，具体包括森林公园的总体简介、总

体平面图及各主要景点图片展示，使游客能够从中获得森林公园的总体布局、

服务设施及主要游览路线的分布，从而方便游客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行程路

线。 

2. 指示牌、警示牌 

在大罗山森林公园内的主入口、功能区关键点、重要景点及险要地段安放

指示牌与警示牌 40 块，以指导方向，介绍森林公园内景区景点情况、提示告知

等。 

3. 科普教育解说牌 

在大罗山森林公园内设科普宣教展示区域，对有关森林景观植被、野生动

植物资源、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等进行科普宣传。设置生态环境科普教育解说标

志牌 80 块，标志牌的设计尽量图文并茂，用中、英两种文字说明科普宣教的背

景及重要意义；野生动植物解说标牌 50 块，且用中、英两种文字说明动植物名

称相应的拉丁名、生物学特性、生活习性等，同时，科普宣教解说牌在设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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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充分考虑每个解说牌所面对的受众，从而精心设计解说牌的解说词及图片

内容。 

4. 公共设施服务牌 

在大罗山森林公园内具有服务功能的场所、建筑物位置设置公共服务牌示

50 块，指示游客服务设施所在地，主要包括休息处、电话亭、垃圾桶、卫生间

等，为游客提供旅途中的便利。 

（2）自然教育活动 

由大罗山森林公园管理机构发起针对中小学生开展的自然教育课程，规划

大水尾附近区域自然教育径为自然课堂授课点，带领中小学生漫步于森林公园

的游览步道中，对游览过程中遇到的动植物进行讲解，并进一步延伸到自然保

护理念。 

通过参加自然环境教育课程，给中小学生布置一定的学习任务，如学习认

识 10 种野生植物、5 种野生动物等，植物标本制作、绘画，通过自然比较的方

式描述自己这一天的感受，所有参加自然课堂的中小学生均可获得“自然探险

家”的称号等。 

（3） 宣传材料 

通过编制宣传材料，针对不同层次的人群发放，向公众展示森林公园森林

景观资源和建设目标，重点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及保护措施，森林公园的保护、

教育与游憩功能，森林公园内科研、管理、对外交流以及发展规划等，并可针

对学生群体编制相应森林生态系统知识普及的材料，让更多的游客走进森林公

园、了解森林公园、热爱森林公园、保护生态环境。科普宣教材料主要包括宣

传手册、画册、导游图等。 

（4） 绿色智慧解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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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态解说木栈道配套野生植物二维码解说系统 1 套，语音导览系统 1 

套，建设森林公园微信平台 1 个。 

（5） 绿色智慧网站建设 

互联网是一种新兴的解说载体，它以信息量大、及时为特色。森林公园需

要建立起信息量大、连接速度快的官方网站，并不断进行更新，还要多与其它

相关网站进行链接。建设绿色智慧网站 1 个，通过充分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及

时性，让公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网络了解到森林公园。 

10.3 生态文化设施规划 

10.3.1 硬件设施规划 

加强大罗山森林公园森林资源展示功能，通过珍稀濒危动植物展示、科普

长廊、天然“森林浴场”、游步道、科普宣教的标识、标牌、解说牌等生态文化

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生态文化建设的配套设施，不断强化其科普教育功能，

为人们了解森林、认识生态、探索自然提供良好的场所和条件。 

（1）自然教育径 

建设位置：森林科普研究区 

建设思路：组织以植物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和环境保护教育为目的，增加青

少年学生的科普知识和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的科普宣教活动。以多媒体、图片和

文字介绍的形式展示多样化的大罗山森林公园特色，丰富的生物资源、适宜的

气候资源、多彩的景观资源等，并积极开展科普教育型森林生态旅游活动向公

众加以展示。 

（2）森林文化体验中心 

建设位置：森林科普研究区 

建设思路：整合原有的珍稀植物资源，选用大罗山森林公园内的珍稀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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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符合自然的各种植物群落，重点建设科普教育设施和科教体系，建设成品

种丰富、科普设施齐备、解说系统科学的植物保护和科普一体的森林文化体验

中心。 

（3）森林氧吧 

建设位置：森林康养区 

建设思路：大罗山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区具有丰富的负氧离子及较高的森林

覆盖率，响水面沟谷区域含有大面积的季雨林，保持了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游客可以在此进行静思、冥想、打坐等活动，吸

收新鲜的空气，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体验不一样的森林生态文化与森林养

生文化。 

（4）森林康养文化园 

建设位置：森林康养区 

建设思路：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规划设置森林康养文化园，森林瑜伽，

游客可以在此修炼身心、放松心灵，通过相关的科普宣传设施，让游客对森林

康体有更深入的认识，瑜伽结合森林，使得康体更好的融入人们的自然生活中，

让游客体验更好的体验森林康体文化。 

10.3.2 软件设施规划 

（1）注重生态文化人才队伍培养 

加强生态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加强对导游员、解说员及管理人员、

护林员等的培训；同时，聘请一些专家、教授等担任大罗山森林公园生态文化

建设的顾问，也可向社会招募一些志愿者作为森林公园的生态知识义务讲解员，

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到自然、生态知识的教育普及，广泛增强公众的生态意

识和责任意识，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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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各种宣传手段，提高游客的生态意识 

通过发放制作的宣传手册、环保手册等，增加游客的生态环保意识，同时，

应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让更多游客有机会接受自然、生态知识的

教育普及。 

（3）挖掘生态文化内涵，发展生态文化体验旅游项目 

依托大罗山森林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完整的自然生

态系统，深入挖掘森林公园的森林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古树名木文化

等文化内涵，突出特色，提高文化品位。同时，结合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可

开展生态养生、科学考察、科普教育、休闲度假、康体运动等对生态环境影响

较小的精品生态文化体验旅游项目，满足现代人回归自然的愿望。 

10.4 解说系统规划 

大罗山森林公园具有自身特殊的生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价值，解说系

统可向参观者或游客传递这些信息，帮助其了解并欣赏森林资源，鼓励游客积

极参与游览区域适当的管理、建设等活动，并向有兴趣的游客及教育机构提供

必要的解说服务，使游客对森林生态文化有更科学全面的认识。 

10.4.1 解说方式 

解说方式可按照是否有人员参与划分为向导式解说、自导式解说两种常用

方式。 

（1）向导式解说 

主要是指森林公园讲解员、志愿解说者及其他能够提供森林公园相关信息

的人员（包括周边的社区居民等等），它最大的特点是双向沟通，是以人员作为

媒介直接与公众进行面对面的解说服务，并通过讲解、评论、表演、讨论、讲

座等多种形式向公众解说、宣传森林资源保护的重要意义，同样可以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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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个性化服务。 

（2）自导式解说 

即是指没有人员介入的解说方式，主要是通过森林公园形象标识、解说牌

示系统、视听媒介、互联网以及宣传印刷品等等。通过自导式解说方式，让公

众了解到森林公园的建设情况、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森林公园宣传、

科普教育、森林生态旅游及生态系统保护的重要手段。 

10.4.2 标识系统规划 

（1）形象标识 

形象标识是指森林公园的形象符号，人们一接触到这些符号就能联想到该

森林公园，它可以是森林公园内最具代表性的动植物，也可以是典型的地质地

貌等。本规划的形象标识主要是指视觉标识的内容，森林公园视觉标识的设计

要求体现森林公园的资源特色，简练、艺术型强、识别度高。森林公园管理机

构可以通过聘请专家或有奖征集的方式，确定森林公园的形象标识，使其不仅

成为传递各种信息的标识，而且成为景观的组成部分，起到对景观进一步美化

和加强的作用。 

（2）科普标识 

运用形式多样的科普标识，介绍森林公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普及人们对

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知识。例如，在科普宣教长廊设科普宣传牌、解说

牌等，解说牌的设置要与自然相协调，表述上尽量使用直观性图示和易懂的语

言。 

（3）交通导向标识 

森林公园的交通导向标识包括入口标识、道路导向标识、森林公园地图标

识等，在森林公园入口、主要交通道路、旅游线路、生态小径等设置导向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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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指示目的地方向、行程距离等信息。交通导向标识的详细程度和方式直接

关系到旅游活动，其设置要让游客能轻松从外部到达森林公园和在森林公园内

部选择交通线路，而且能够根据交通导向标识，顺利的到达各景点、服务区、

卫生间、餐厅、医疗点等各类设施的具体位置。 

（4）警示警告标识 

警示警告标识主要起到警示、限制游客不安全行为的作用，一般设在危险

路段、严禁进入的森林公园区域以及野生动物出没地等，标识内容要简单明了、

语气中肯。 

（5）管理设施标识 

管理设施标识主要设置于森林公园的管理服务区，比如游客中心、服务点、

停车场、住宿地、医疗急救站、生态厕所等等，都采用国际通用的标识符号进

行明确标识，以方便公众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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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森林生态旅游与服务设施规划 

11.1 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定位 

根据对森林公园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功能定位的分析，在遵循旅游产品

开发原则的基础上，以现有自然、人文资源为依托，经过精心设计、生产、包

装后，使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针对森林公园自身旅游资源特点，进行差

异化建设，规避森林公园间同质化竞争风险，通过旅游产品开发突出景区特色，

着力打造自然观光旅游、人文游赏旅游、科普宣教旅游、生态养生旅游、休闲

娱乐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游憩产品建设紧紧围绕景区特色展开，再经过宣传、

营销，使产品优势转变为商品优势，提高森林公园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 

11.2 游憩项目策划 

11.2.1 规划原则 

游憩项目建设应遵循“市场需求、按需而建、适当超前”的基本指导思想，

具体原则如下： 

（1）保护与开发协调的原则 

游憩项目建设不能以破坏风景资源为代价进行开发，不建设对环境有破坏

的旅游项目。因此，对观赏、游乐、基础设施的位置、体量、风格等的规划，

必须以保护为前提，与资源协调。任何开发必须达到环境保护要求，不能引起

整体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性破坏，必须充分考虑游客安全，包括旅途安全、游

览安全、游乐安全、社会安定等几个方面。 

（2）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人为本，遵循人体生理与心理的规律，满足人类审美、修学、交流、康

体、休憩以及整个生活方式需求。游憩项目的规划必须尊重人的本性、共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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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并在生理规律与需求、心理规律与需求、精神规律与需求三个层面上设

计。 

（3）因地制宜，突出地方文化特色的原则 

游憩项目规划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地方文化特色越明显，森

林公园特色就越鲜明，就越深，宣传效应就越强。要充分挖掘生态文化的精髓，

围绕这些文化元素设计游憩项目，达到游憩项目与地方文化的有机统一。 

（4）参与体验性的原则 

参与性和体验性旅游是游客喜闻乐见的，也是今后旅游发展的趋势，要根

据森林公园的资源特点，适当规划部分参与性强、趣味浓的游憩项目，吸引回

头客，延长旅游产品的设计寿命。 

（5）旅游产品开发的层次性的原则 

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刚刚起步，在未来开发规程中必须以资金、技术、实力

等实际情况出发，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逐级开发。本次规划的景区建设，由

近及远、分期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带动整个清城区的旅游发展，实现森林公

园开发的层次性。 

（6）市场导向原则 

游憩项目规划应顺应旅游业发展的趋势，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

与周边市场尤其是粤西市场联系，竖立市场导向意识，注重市场需要，开发不

同主题的专项旅游和特种旅游，以吸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游客。 

11.2.2 游憩项目策划 

（1）自然观光旅游 

登顶览胜：登顶是一项体验性极强的旅游项目，常言道“无限风光在险峰”。

登顶成功的满足感，成就感是促使旅游者登顶的原因。园区峰巅景色美丽，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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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适宜开展此项活动。 

春季踏青：早春时节、和风丽日、草长莺飞，漫步森林公园中，可以增强

体魄，舒缓压力。 

（2）科普宣教旅游 

摄影旅游：是摄影艺术爱好者们根据自己对风景名胜和动植物的喜爱，对

森林公园独特的景观资源和稀缺动植物进行动画捕捉，不仅能提高自身艺术修

养，还能为森林公园进行宣传推广。 

科普讲座：面向学校、旅行社等团体，定期开展森林生态文化、自然资源

保护等方的科普讲座活动，吸引中、小学生来接受科普教育，更加了解森林，

热爱大自然。 

（3）生态养生旅游 

康体养生游：森林康养区、森林运动体验区 

自然健身游：该区域规划了健身径和森林康养文化园，满足游客在森林公

园锻炼身体；森林浴：林间散步，参与林间娱乐活动，有利于人体新陈代谢，

吐浊纳新。 

（4）休闲娱乐旅游 

休闲娱乐旅游：森林游憩区 

越来越多的游客利用假期，选择环境优美的城郊森林公园进行休闲度假旅

游，暂离都市的喧嚣和污染，在森林与山水间感受舒适、宁静、轻松、祥和，

享受生活，充实人生，度过一个自由自在、有意义的假期。森林公园依托良好

的生态优势，通过不断完善休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

休闲生态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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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游赏节庆活动策划 

（1）自然教育活动 

时间：不定期 

地点：森林科普研学区 

活动主要内容：不定期在大自然中开展教育活动，特别是针对儿童或老人

等固定团体单位，在大水尾自然教育径开展活动，使人们在自然教育径中学到

更多的关于的生态和森林知识。并开展一些关于自然生态的趣味活动，例如自

然材料手工制作大赛、树叶拼图大赛等活动，或在自然教育径开展小型运动，

最后深化理论体现自然资源的价值，使人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学习到生态知识，

领悟到自然生态的价值。 

（2）森林康养活动 

时间：不定期 

地点：森林康养区 

活动主要内容：森林康养区规划建设森林康养文化园，对平台进行改造成

森林康养平台，不定期举办森林康养活动，进行森林康养的交流。该区域负氧

离子集聚处不定期举办吸氧活动，举办瑜伽、冥想和打坐等养生活动。 

（3）登高远望活动 

时间：每年重阳节、清明节 

地点：大罗山景区 

活动主要内容：最高峰海拔 957 米，挺拔峻秀，山上林木茂盛，是周边市

民每逢重阳节登高望远的好去处。登高远望是重阳节的习俗，可以在每年重阳

节时期开展登山顶活动，从大罗山大门步行大约需要 1.5 个小时左右。开展统

一登山活动，起点为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发放统一的丝带或小物品作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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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标志，参与者统一时间从服务中心出发，集体步行到山顶，欣赏山间美

景，可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稍作休息， 

山顶视野开阔，极目远眺可俯瞰绝大部分峰丛，云雾飘渺，气象万千，蔚

为壮观，体验山顶顶的挺拔和大自然的奇妙。 

11.3 旅游服务设施规划 

11.3.1 门禁系统 

（1）现状 

森林公园基尚未建设公园出入口门禁设施。 

（2）规划 

在公园粗石和大罗山管理服务区各建设出入口门禁 1 处，建设售票房（含

旅游信息咨询、小型旅游纪念商品出售点），面积为 200 平方米，新建 2 处生态

停车场，依托游客中心，提供休息、购买旅游纪念商品等服务，并设置森林公

园旅游景区景点示意图。 

11.3.2 管理设施 

森林公园实行森林公园管理中心（管理处）——管理点的二级管理机制。

管理中心：规划在粗石管理服务区建设 1 处森林公园管理中心（管理处），建筑

面积 1200 平方米，满足森林公园日常管理办公需求。 

管理点：规划新建 2 个森林公园管理点（兼消防站），分别位于管理服务区。 

11.3.3 旅游服务网点规划 

森林公园服务设施按本规划可分为两级： 

 一级服务网点：为集综合性住宿、餐饮、商业服务、医疗、娱乐、商品展

销为一体的服务区域，规划建设一级服务区为 2 个，分别为粗石管理服务区和



 

82 
 

大罗山管理服务区。 

二级服务网点：主要解决游客日间餐饮需要，需要设小卖部，规划建设二

级服务网点 3 个，分布在森林康养区、森林游憩区和森林科普研学区。 

11.3.4 游客服务中心 

（1）现状 

森林公园内无游客服务中心。 

（2）规划 

规划在粗石管理服务区和大罗山管理服务区各新建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粗石管理服务区和大罗山管理服务区游客服务中心为新建。主要提供旅游

接待、旅游引导、旅游咨询、旅游向导（翻译）、旅游交通、保险咨询、医疗

和管理控制等服务。 

11.3.5 旅游接待及休憩设施 

（1）餐饮设施 

1.现状 

森林公园内无餐饮设施。 

2.规划 

服务区餐饮点：依托公园粗石管理服务区，规划设置中小型特色餐饮、茶

馆、咖啡馆等旅游特色餐饮店。 

粗石服务区餐厅毗邻游客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500 平米，层高 2 层，提供

咨询、餐饮等服务。 

利用公园外围茶园，引导、鼓励、支持果茶农开展农家乐，提供餐饮服务。 

（2） 住宿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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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森林公园没有提供住宿服务，无住宿设施。 

2. 住宿规模预测 

森林公园内的旅馆床位数量是衡量其旅游服务接待能力的重要标志。床位

数的预测，必须以游客规模、可游时间、游客平均游览天数等为依据进行测算。 

测算公式为：C=（R×N）/ （T×K）  

其中：C————床位预测数；       

R————住宿人次（为年游客规模×平均住宿率）；        

N————平均住宿天数；        

T————全年适游天数（以周末天数计算）；        

K————床位平均利用率（取 70%）。  

选择在森林公园内住宿的以避暑康养的游客为主，其他季节住宿需求相对

较低，平均住宿率按 5%计算，平均住宿天数为 1 天，根据森林公园游客规模预

测，经计算，规划约日均需床位数为 451 个，旺季（周末）床位需求数 586 个。 

3.  住宿设施规划 

为了满足部分游客过夜游的需求，在保护公园的森林和风景资源的前提下，

规划在森林公园范围内的森林游憩区建设森林木屋 25 间，提供床位 60 个，由

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监督其运营及维护工作，为旅客提供能亲近自然、品味山

林之趣的住宿设施。 

引导周边村民发展民宿，预计可供床位 400 张。其余游客可就近分流到周

边民俗。 

（3）休憩设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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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森林公园内未设置娱乐设施。 

2. 规划 

在步道根据地形规划布置 120 张休息石椅，其他休憩设施规划详见 5.4 分

区建设项目及景点规划。 

11.3.6 购物设施规划 

（1）购物场所设置 

森林公园内的购物场所应按照合理布局，兼顾各方，高、中、低档商品比

例适当，满足不同层次的游人需要的原则进行设置，并与森林公园内的餐饮服

务、旅游住宿服务等网点同步建设，同时，应严格控制森林公园内的旅游商品

销售网点的数量，以保持森林公园良好的旅游形象。 

在各景区入口及游览、游乐场所游人相对集中的地方设小型服务商亭，共

2 处，其中森林科普研学区 1 处、森林康养区 1 处，供出售旅游用品，纪念品

及出租旅游用具，建筑面积为 20～100 平方米不等。这类小型服务商亭应灵活

经营，以临时性、季节性和活动性为佳。 

11.3.7 医疗与安全设施规划 

（1） 医疗 

根据森林公园旅游特点，在公园的两个管理服务区分别设置医疗点，共配

置 2 套医疗设施，提供一般的医疗救治服务。同时，在森林公园导游图等宣传

资料上显示公园内的专用医疗急救电话号码。 

（2）安全设施 

在粗石管理服务区处设置森林公安警务室，管理点负责森林公园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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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护林防火和旅游安全等工作。配备值班人员值班，安排护林人员进行护

林防火巡山。在各景区的游步道地段设立保安服务点和移动巡护哨，在主要步

行游道安排保安员（巡山护林员）进行安保巡护。此外，在森林公园各个服务

基地（区），尤其是游客中心，开展游客人身旅游安全保险等业务，以满足游

人的旅游安全需要。 

11.3.8 环卫设施和旅游公厕规划 

（1）环卫设施规划 

在各服务区设立垃圾收集点，建筑面积均为 24 平方米，各站、点各配备垃

圾小推车 2 辆、垃圾运输车 1 辆。景区、景点需根据游人流量和活动范围设置

垃圾收集设施。 

成立环卫队伍，实行岗位责任制，及时清扫主要景点、游道的垃圾，并将

垃圾按指定的地点进行分类处理并由专人负责垃圾清运处理。 

（2）旅游公厕规划 

1. 现状 

森林公园内建无厕所。 

2. 旅游公厕规划 

在公厕的建设中，要考虑不同类型的厕所的安排，在游客和设施集中的地

方，采用水冲式公厕，在公园中游人相对分散的湿地和森林游览观光区，采用

免水冲生态公厕，同时配备一定数量的流动厕所，应对游人高峰期的需要。公

厕的布局要合理，蹲位数量按略低于森林公园的标准日环境容量 2％计算，男

女比例按旅游场所公厕设置。 

森林公园公共厕所共新建 5 个，分别位于管理服务区 2 个、森林康养区 2

个、森林科普研学区 1 个。 



 

86 
 

11.4 游线组织规划 

11.4.1 现状 

森林公园内的景区尚未得到系统的规划开发，原生态自然景观优势突出，

但与之配套的休憩项目和旅游线路尚待开发。 

11.4.2 规划原则 

（1）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各种游览方式，形成有机结合，提供丰富的出游

内容。 

（2）游览线路应有鲜明的阶段性和空间序列变化的节奏感，由起景开始发

展，到高潮、结束，逐渐引人入胜。 

（3）游览线路应便捷、安全，尽量形成旅游环路，组成完整的游览体系，

使游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观赏到景观精华。 

（4）设计多种游览日程，以适应不同类型游人的需求。 

（5）有利于森林公园景观资源和环境保护。 

（6）有利于合理安排游人的行、食、住、购、娱等旅游服务设施。 

11.4.3 游览线路组织规划 

主题游览路线 

（1）山谷游览路线 

游览构想：主要游览情人谷、奇石谷，以观光、体验为主要游憩项目，打

造幽谷游览路线。 

游览路线一：粗石管理服务中心—奇石谷—静水潭—休息亭—大罗山管理

服务中心。 

游览路线一：森林人家—情人谷—古树—小飞瀑—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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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游览时间：3-4 小时。 

（2）登高健步游览路线 

游览构想：主要大罗山景区、森林运动体验区，以登高健步、生态观光为

主要游憩项目，打造登高旅游线路，吸引登山爱好者、健身爱好者。 

游览路线：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半山亭—奇石景观—大罗山管理服务中

心 

建议游览时间：2-2.5 小时。 

（3）越野游览路线 

游览构想：主要游览森林运动体验区大罗山景区以越野、森林体验为主要

游憩项目，吸引越野运动爱好者、驴友。 

游览路线：粗石管理服务中心—蛤蟆石—风绿影长廊—森林浴场—奇石景

观—云海观景台—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 

建议游览时间：3-5 小时。 

（4）森林康养游览路线 

游览构想：主要游览大罗山管理服务区、森林康养区，依托森林的康养资

源，以游览、康养为主要游憩项目，为城市压力大的年轻人提供心灵休憩地，

为中老年人及儿童提供环境优良的休闲场所，老少咸宜。 

游览路线：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森林康养文化园—云海观景台—森林营

地—森林氧吧—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 

建议游览时间：1.5-3 小时。 

（5）科普教育游览路线 

游览构想：主要游览森林科普研学区，途径自然教育径，以科教、徒步为



 

88 
 

主要游憩项目，健体之余，为游览的人们科普植物学、生态科学等知识。 

游览路线：粗石管理服务中心—自然教育中心—森林文化体验中心—禾雀

花——自然教育径—种子馆—粗石管理服务中心。 

建议游览时间：1.5-3 小时。 

2.精品游览路线 

（1）精品一日游览路线 

① 森林悠游线：粗石管理服务中心—奇石谷—云海观景台—奇石景观—大

罗山管理服务中心。 

② 绿野生态游线：粗石管理服务中心—奇石谷——蛤蟆石—森立浴场—奇

石景—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 

（2）经典两日游览路线 

第一天：粗石管理服务中心—森林科普研学区—森林小屋。 

第二天：大罗山管理服务中心—森林康养文化园—奇石景观—大罗山管理

服务中心。 

区域联合游览路线 

主要结合森林公园和周边及清城区其它旅游景点开展全域旅游，规划区域

联合游览路线。可根据游客计划的游玩、居住天数，以旅游巴士或自驾车出行

游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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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基础设施工程规划 

12.1 道路交通规划 

12.1.1 规划原则 

（1）尽量利用原有的道路和林区作业道路，因地制宜地选线，合理利用地

形开设新路与原有道路连接，使之网络化，形成不同环路，并减少投资，对景

观敏感地段，应提出相应的控制要求。 

（2）道路新建与改造要尽可能少地占用林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

影响。 

（3）建设执行《林区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道路线形应顺从自然，不得因

追求某种道路等级标准而损坏地貌和景观。 

（4）旅游公路和游步道建设应有利于旅游线路的组织，方便车辆和游客的

出入和疏散，避免游客过于集中。 

（5）道路建设应避开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地段，保证道路

安全。 

12.1.2 森林公园道路现状 

公园东部已与外部交通连接，可从东部进入公园。公园西北部靠近大罗山

茶场已建设森林经营的林道。 

12.1.3 道路规划 

清城区重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森林公园旅游业发展受到清城区政府的鼓

励和支持，交通已成为其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加强旅游道路建设、提高道路

档次，加快旅游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刻不容缓。 

（1）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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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06）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06）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 

（2）对外交通系统规划 

森林公园外部可进入性良好，交通十分便利。本次规划中不作另行设计。 

（3）内部交通系统 

1. 游步道 

依托现有步道，将各个景点串联起来，组成游赏步道体系，同时与原有步

道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路网结构，实现引导游览、隔离空间等作用。规划游

步道长 16588 米，宽 1-2 米，路面铺设可以结合具体功能设置情况灵活采用不

同材质与形式，以原始土台阶、料石、青石板及竹木铺设为主。 

2. 消防应急通道 

新建消防应急通道（森林防火通道），起点为粗石管理服务区，沿公园北部

山体至大罗山管理服务区。路面宽度≤6.5 米，长度约为 6.0 公里，占用林地面

积 3.9 公顷。森林防火通道建设应符合《森林防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91），

在不降低道路技术标准的情况下，应尽量兼顾道路阻火作用。 

12.1.4 停车场及车辆规划 

（1）现状 

森林公园处于待开发的状态，目前没有停车位。 

（2）规划 

随着森林公园游客规模的增加，今后将限制社会车辆进入森林公园，游客

一律从停车场步行入园观光。 



 

91 
 

为有效管理车辆秩序以及保护森林公园生态环境，规划在以下地点建设生

态停车场，停车场采用草地铺设，分车带用乔、灌、草进行绿化。 

粗石管理服务区规划停车场建，新增停车位 100 个。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大罗山管理服务区停车场新建，新增车位 100 个。面积为 2000 平方米。 

12.2 给、排水工程规划 

12.2.1 规划依据 

《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12.2.2 规划原则 

（1）遵循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森林公园给水工程应包括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消防用水的供给。 

（3）森林公园给水方式，有条件的可采用集中管网给水，也可利用简易管 

线自流引水，或采用机井给水。 

（4）给水水源可采用地下水或地表水。取水点要求水质良好，符合《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GB6749-2006）的规定。 

（5）排水工程必须满足生活污水、生产污水和雨水排放的需要。 

（6）排水方式，宜采用暗管（渠）排放。 

（7）污水排放应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生活、生产污水，必须经过处理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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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后排放，不得直接排入水体和洼地。 

（8）给、排水工程规划内容应包括选定水源，确定给排水方式，布设给、 

排水管网等，并符合有关国家给排水标准、规范的规定。 

12.2.3 给排水现状 

（1）现状 

公园森林人家接通水电外，其他区域都还未通水电。 

目前大部分地区无排水设施。雨水大多利用地形自然汇于溪流。 

（2）用水量预测 

用水量标准为住宿游客 0.1～0.5 立方米/人·日、不住宿游客 0.01～0.03 立方

米/人·日、常住人口（员工及村民）0.15 立方米/人·日。根据各时期景区日人口

规模（游客、村民）、用水量标准，可以计算各时期景区需水量。 

表 11-2 森林公园日平均用水量估算表 单位：立方米 

序

号 
项目 单位 

数

量 
用水定额 用水量 备注 

1 游客用水 人 5295 30 升/人·天 158.85   

2 管理人员 人 50 100 升/人·天 5.00   

3 餐饮 人 1000 40 升/人·天 40.00   

4 
浇洒绿化用

水 
公顷 30 30 立方米/公顷 900.00   

5 其他用水 - - - 165.58  
按 1－4 总量

15%计算 

 合计    1269.43   

根据上表 11-2，森林公园新建区域预测最高日用水量为 1269.43 立方米。 

12.2.4 给水规划 

（1）水源选择与给水规划 

消防采用和生活供水同一管网，森林公园内溪流可作为消防车取水的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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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源。在主要的游览步道旁修建消防储水池，用于消防车取水和游客安全

撒离。在各景区设置消火栓，消防栓给水管径不小于 ø100 毫米。各主要景点设

置消防水池，并配置其它应急灭火设备。利用山地高处有利地形，修建高位水

池，蓄积山水  

（2）消防用水规划 

利用地形及天然水源建设消防水池和管网系统是比较理想的森林公园消防

给水系统，该系统有能耗低，系统简单可靠，投资节省，运行管理方便等优点。 

在条件允许的区域会尽量利用各类人工水源和天然水源为消防车取水的室

外消防水源, 多方位保证消防供水。 

消防水池和消防栓：在车行道和主要的游览步道旁修建消防储水池，用于

消防车取水和游客安全撒离。在各景区设置消火栓，每个消防栓的服务半径不

超过 120 米，消防栓给水管径不小于 DN100。各主要景点设置消防水池，并配

置其它应急灭火设备。利用山地高处有利地形，修建高位水池，蓄积山水，用

于抗旱和森林防火。 

消防水池内应设置简易的消防取水口和容器，留出可以行近的便利通道，

保证消防工作人员能够安全取水，并设立明显的标志，并划分责任管理区。 

对天然水源加以合理利用，有条件地段应保证不小于 5 米的消防通道以保

证消防车可以驶近取水；无条件地段也应便于人工近岸取水，保证取水的可靠

性。 

在每栋建筑内公共空间适当位置，设置必要的灭火器，并按规范设置室内

消火栓。 

12.2.5 排水规划 

（1）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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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类型：园内新建区域的污水主要来源于公共卫生间、盥洗、淋浴、卫

生器具冲洗、打扫卫生及少量餐饮用水，属一般有机生活废水，易生物降解。 

水量预测：污水量按供水量的 80-85%计算（不含绿化用水）。 

污水经小型低负荷多级污水生物处理设施进行生化处理后达到绿化灌溉水

质，用于公园林木灌溉。 

（2）雨水 

按照分散就近排放原则，利用园内溪流接纳雨水，以减少雨水排水管渠的

长度；尽可能提高管底标高，利用自然地形坡度，扩大重力流排雨水的范围，

以最短距离排放。 

1.地形排水：根据森林公园内部地形的自然起伏与山谷溪流的关系，在划

分分水线、分水岭后，根据其排水方向来排水，雨水的主要排放方式为：雨水

分区分片就近排入水体。 

2. 明沟排水：在有道路穿过的区域雨水管沿注、次干道铺设，道路上设置

明沟排水，道路交叉口在低洼处设置雨水口。 

12.3 电力网络规划 

12.3.1 现状 

公园森林人家已通电，其他用电方面可以连接公园外部电网，以满足公园

开发所需用电。 

12.3.2 规划原则 

（1）根据电源条件、用电负荷和供电方式，本着节约能源的原则； 

（2）供电方案运行可靠，简单灵活，方便维修、技术先进、经济适用； 

（3）输电距离短，接近负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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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便于电压质量的提高和线路的引入、引出； 

（5）不破坏生态环境和公园景观，不影响临近设施。 

12.3.3 规划目标 

在现有电源电网的基础上，根据负荷预测的情况，对供电设施进行布点增

补或扩容，实现供需平衡且略有盈余。与飞来峡镇建设统筹考虑，合理控制线

路走廊。最终建立安全可靠、运行灵活、经济合理并具有较强应变能力的电力

网架。 

12.3.4 电力网络规划 

公园各景区用电均一从粗石管理服务区附近的电站接入，进而输送到各个

景区，二从大罗山管理服务区附近电站接入。在旅游设施内备用一些小型发电

机（如柴油、汽油发电机），以防因下雨、打雷天气而造成的大面积停电的短时

间用电问题。电力线路的架设应尽量与景观相协调，原则上有条件的景点应考

虑埋地敷设，以适应旅游发展，保证景区美观。但在无碍景观的局部地方亦可

采用架空线路，以使线路短捷，施工方便，节约投资。在引入建筑物时，宜采

用电力电缆穿塑料管埋地暗敷供电。公园主干道安装太阳能光伏路灯，设定自

行运作系统，路面平均照度应为 30-50 勒克斯，道路双侧设置。次级道路照明

采用庭院灯，路面平均照度应为 20-30 勒克斯。 

12.4 通信、电信、广播电视规划 

12.4.1 现状 

公园内部分区域通信较好，信号未全覆盖。 

12.4.2 通信设施规划 

电信线路引自光纤通信线网，可提供话音、数据、视频等多种业务的综合

接入。同时，规划各新建主要景点和服务站均设 5G 网络基站，规划电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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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埋地敷设。 

接入机房的位置应尽量考虑与后勤服务中心合建，面积控制 100-150 平方

米。同时局部规划遵循“少而精”的优化处理原则，规划各功能分区设电信电

缆交接箱。 

12.4.3 电信线路规划 

规划本区光缆网以支状为主，另外实现光缆到各功能区的宽带接入，以适

应用户对多媒体通信的需要。本区电话、有线电视和宽带线路共管敷设。 

通信管道的建设要与道路建设同步进行，管道容量的设置应考虑到各家通

信运营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并预留合理的超前量，同时也考虑建设发展的投

资效益最大化，使管线资源充分发挥效用。实现本区通信电缆全部埋地化。 

12.4.4 广播电视设施规划 

在粗石管理服务区、大罗山管理服务区两个管理服务区及主要景区景点增

设广播设施，满足公园发布通知、寻呼、播放音乐文件等，必要时可用于发布

灾害性事故警报，指挥现场救护和疏散。系统可依实际需要进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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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防灾及应急管理规划 

13.1 灾害历史 

13.1.1 森林火灾 

森林公园森林资源丰富，其范围内火灾隐患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野外火

源管理难度大，林下可燃物载量剧增，存在发生高强度和大面积森林火灾的危

险性。周边社区居民的防火意识不够强，林区违规用火现象依然存在。防火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防火制度有待健全。 

13.1.2 有害生物 

森林公园生态系统的有害生物主要是外来有害生物（也叫外来入侵种）及

森林病虫害。外来入侵种是指物种从自然分布区通过有意或无意的人类活动引

入其他地区，并在当地自行大规模繁殖扩散，以致引起某种危害的生物。森林

病虫害又被称为“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森林资源丰富，森林病虫害也是存在的

一个重大隐患，公园在历史上受到外来物种影响较小。因此，公园在未来管理

中需注意外来入侵种和森林病虫害的严格控制与预防。 

13.2 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治规划 

13.2.1 森林防火规划 

将森林公园防火纳入飞来峡镇森林防火体系建设，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

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

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1）加强野外火源管理 

紧紧抓住野外火源和可燃物管理这两个关键环节，加大野外火源管理制度

的执行力度，生产用火严格执行准烧证制度，积极引导农户在低火险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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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用火；同时，开展森林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检查，重申和严格执行高危火

险期禁一切野外用火，管住森林火源头。 

（2）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利用广播、电视、标牌等多种形式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在旅游点、交通要

道、居民点增设永久性宣传标牌；对林区、林缘群众进行森林火灾防范、扑救

知识传教育，发放《森林法》宣传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和互

救的本技能。 

（3）完善护林防火系统 

规划建设森林防火通道，规划详见第十二章道路规划。森林公园在防火期

成立护林防火指挥部，配备相应的消防车、运兵车、扑火工具等设备。建设林

火视频监控系统，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森林防火预测预报中心站、基地观测

站进行林火预测预报，从而更有利于监测森林公园森林火灾隐患。通过利用河

流、沟壑、道路等自然地物进行森林防火。 

13.2.2 病虫害防治规划 

通过对森林公园有害生物防治规划，建设有害生物防治监测站，建立病虫

害监测及预报体系，逐步实现有害生物防治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

信息化，保护森林公园的生态系统免受侵害，最大限度的保证其森林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和生态安全；抵制外来生物侵害，维持乡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原生态，促进森林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1）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要充分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介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

入侵途径、防治技术方法以及案例的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扩

大民众对有害生物的识别和认知能力，提高防治外来有害生物和森林病虫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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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和技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做好外来入侵物种和森林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2）预防新的有害生物传入 

防治外来入侵物种和森林病虫害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各级林业和环保部门应高度重视，主动牵头，按照预防为主的原则，联合有关

部门加强对有害生物的监管工作。对所引进的绿化植物物种不仅要考虑其观赏

价值、经济价值，而且还要考虑其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对于绿化植物物种原则上使用本地种；对于在其他地区

已经被列为入侵种的物种严禁引入种植；对于能够自行繁殖，并能产生大量繁

殖体的植物要谨慎引入。对已经形成初步入侵的生物，从防范与未然的态度出

发，要组织强有力的人力和物力，给予坚决的清除。 

（3）建设有害生物防治监测站，进行外来有害生物防治 

建设有害生物防治监测站，并配备相关监测设备，加强对森林公园有害生

物的监测。同时联合有关部门，在做好有害生物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本地

区防治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开展清除治理工作。根据各个有害生物的生物

学特性，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防治，如机械或物理防除、人工防治、替代控制、

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合理利用等综合防除措施予以清除，暂时无法清除的有

害生物，应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防止传播和蔓延。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

有效防治方法，在利用化学和生物防治时，要充分考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4）制定有害生物防治规章制度 

虽然我国一些法律法规中有有害生物防治的相关条款，但是针对具体的防

治工作仍缺乏切实可行的指导措施和规范。因此，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定有害

防治规章制度，有效控制有害生物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提高相关部门和民

众的责任意识，依法（规）管理和治理有害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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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其它灾害防治 

13.3.1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灾害对森林公园内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为目标，坚持以

人为本，建立健全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提高地

质灾害预报预警能力和防治水平，为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有力保障。 

（1）明确责任 

召开各级会议，加强地质灾害的预防宣传。县政府与乡（镇、街道）签订

群防责任书，明确地质灾害防治专项经费。国土资源部门业务指导下，林业部

门切实履行地质灾害的巡查，层层抓防治责任落实，建立群测群防体系，实行

动态监测，做到每个隐患点、监测点、危险点和易发点均有人负责。 

（2）制定规划制度清城区县级国土部门同建设、水利、交通等部门，对全

县的地质结构进行排查、踏勘、分析，找准造成地质灾害发生的主体因素，明

确防范区域重点，并依据灾害隐患变化情况，每年制定相应的地质灾害防治预

案和应急措施。 

（3）灾害预报与防护设施 

在森林公园管理服务区等地结合宣传栏的建设设置气象预报专栏，对森林

公园及其附近地区的天气进行随时预报，提醒游客预防灾害性天气。同时，基

础服务设施的建设也应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影响，尤其是在旅游道路和接待服

务区等游客比较集中的地点，应加强防灾设施的建设。 

（4）工程防护措施 

对森林公园存在安全隐患的区域进行调查，并制定出可行的工程防护措施；

森林公园内应禁止乱动土木，尽可能避免在陡坡地段修建游览设施、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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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应加强地质勘探；对易发生灾害的地段，采取修筑人工护坡等工程措

施和植树造林等生物措施进行预防。 

（5）工程抗震与疏散通道建设 

新建工程必须按国家颁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和《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所规定的建筑抗震设防分类和设防标

准来进行抗震设计和建设，抗震设防烈度为 8 度。同时，以森林公园内主干道

作为人员疏散和物资运输的主要道路，且震后保证道路宽度在 3.5 米以上，道

路中线至建筑红线距离应大于建筑高度一半。 

13.3.2 事故灾害防治 

包括交通事故防治、食宿场所火灾或爆炸事故防治、游乐设施事故防治等。 

（1）交通事故防治 

加强道路安全管理，森林公园有关道路建造时设计合理的行车道宽度和弯

道半径；安装道路交通标志、护栏、照明装置，做好道路维修保养工作。配备

安全性能高的旅游车辆，定期检修车辆和车上安全设备、救生设备，保持良好

的使用性能和技术状况。开展驾驶员安全教育，增强安全意识，按规定路线行

驶，不疲劳驾驶、违章超车、超速超载。恶劣天气暂停行车。 

（2）食宿场所火灾或爆炸事故防治 

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各旅游接待点制定防火方案、灭火方案。落实消

防责任，层层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实行岗位防火责任制，做到分工明确，责

任到人。定期进行消防检查，每天巡视检查，及时排查并消除火险隐患。完善

消防设施设备。在指定位置安装先进的消防设施设备，如灭火器、烟感报警器、

自动喷淋器、消火栓、消防水缸、消防安全标志、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灯等。

对容易起火的部位与其他部位之间安装防火分隔设施，如防火墙、防火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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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卷帘。设置并保证逃生通道、人员疏散通道通畅。加强室内火源管理，使用

防火安全要求的电器设备。保证各种灶具、煤气罐、煤气管道、烟道的使用安

全，专人维修保养，注意火源安全距离，附近不准堆放可燃、易燃、易爆物品。

烹调操作间安全用火，及时熄灭火种。 

（3）游乐设施事故防治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并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范、游乐项目安全操

作规程、游乐活动安全要求。健全游乐安全保证体系，逐级明确安全措施，责

任到人。操作人员持证上岗，规范操作。加强游乐设备管理，游乐设备须有安

全认证，安装公司须有相应资格，运营前须经技术检验部门验收合格，运行使

用中定期保养维护、日常例行检查维护。限期报废，禁止超期服役。 

加强员工安全生产管理、游客安全旅游管理，操作、管理、维修人员上岗

前进行专业培训、安全教育，提高工作责任心和技术素质。游乐设施及附近张

贴游客须知、警示标志，指导游客正确使用游乐设施，纠正游客不安全的行为

举止。谢绝残疾、不合身体健康状况要求的游客参与。 

12.3.3 旅游过程人身安全事故防治 

（1）各种游人集中场所容易发生跌落等人身事故，沿路在地形险要的地段，

均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设计要求按有关规定执行。在森林公园内游览观光的

危险地段、水域游览项目和电力设施附近等，除应根据相关工程技术规范进行

设计和制作外，还应设置旅游安全标志牌，消除一切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的隐

患。 

（2）通往山顶等卡口的路段，宜设通行复线；必须沿原路返回的，宜适当

放宽路面。应根据路段行程及通行难易程度，适当设置游人短暂休息的场所及

护栏设施。 

（3）在山顶主要景点和游览步道险峻、岩石陡峭地段设立护栏和保坎，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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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和保坎的设置必须坚固耐用；景点建筑内部和外缘，凡游人正常活动范围边

缘临空高差大于 1.0 米处，均应设置护栏设施，护栏设施必须坚固耐久，严禁

采用锐角、利刺和不易攀登的构造，以确保游人旅游安全。 

（4）电力设施、动物展区以及其他专用防范性设施，应根据实际需要设计

和制作。 

（5）在入口处、导游图上印制旅游安全指南，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6）为了保证游人的健康，森林公园应加强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及时预防

地方性和传染性疾病，公共设施要进行定期消毒处理。 

13.3.4 公共卫生防治 

包括食物中毒防治、疾病传染病事件防治等。 

（1）食物中毒防治 

建立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完善食品采购、验收、储存、餐饮器具消毒

登记。严控食品进货渠道，杜绝采购有污染、变质、腐败、油脂酸败、生虫、

污秽不洁、异味、混有异物的食品，以及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肉类食品。

食品和饮品在采购、储存、制作过程中，始终保证处于卫生安全状态，不受有

毒物质、病菌、害虫污染或损坏，与有毒、有害场所保持规定距离。制作生产

过程符合卫生条件。饮食服务从业人员上岗培训、经过健康检查。食品用具清

洗、消毒，使用安全无害的洗涤剂、消毒剂。餐饮设施设备符合卫生标准。 

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检查。旅游、卫生、工商、环保等部门联合执法，对森

林公园内各服务点食品卫生和生活环境卫生状况进行检查，对来路不明、过期、

有毒有害的食品还要追查；对无证从业人员一律劝退。 

（2）疾病传染病事件防治 

旅游服务点配备医疗室和相应资质的医护人员，以及必要的药品、医疗器



 

104 
 

械，方便临时医治，对重患病人及时移送救护医院诊治。做好旅游环境卫生工

作，包括旅游交通卫生、住宿卫生、景点卫生等，必要时开展消毒工作，预防

传染病流行。对诊断出的传染病游客及时治疗、隔离，并向卫生防疫部门报告。 

13.4 监测、应急预案 

13.4.1 监测对象 

（1）气象灾害监测 

规划在管理服务区建 2 个气象灾害观测点，观测记录气象因子，分析气候

特征、气象常规、辐射要素、大气环境变化等，为森林公园生态环境的保护与

建设提供基础资料。 

（2）地质灾害监测 

规划在森林公园的核心景观区、一般游憩区和管理服务区各建设 1 个地质

灾害监测点，主要监测地质地貌景观的变化、地貌形态侵蚀速度、旅游活动对

地质地貌的影响，地质灾害等。 

（3）外来入侵物种动态监测 

结合外来物种管理项目，监测森林公园外来有害入侵物种以及森林病虫害

的分布情况动态变化，分析其生活、生长习性和危害程度。 

（4）人为活动干扰监测 

主要监测人类活动行为对森林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对游览线路

上的森林植物生长状况进行监测，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强游客管理，减少对

植物的破坏；加强对森林公园内的鸟类、哺乳动物的数量和分布的监测，及时

掌握游客进入前后动物数量的变化，分析游客行为对动物生活习性的影响；加

强对森林公园内的水、气、固废的监测，及时掌握游客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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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应急救援预案 

在旅游高峰期，森林公园要接待大量游客，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潜在的安

全事故有交通事故、摔伤骨折、被毒虫蜇咬、火灾、溺水、及水土不服、疲劳

过度、气候变化等引起的不良反应，必须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安全保护机构，制度与人员 

成立应急管理制度领导小组，下设后勤保障组、救援抢救组、技术救援组

和善后安置组，负责森林公园内治安管理和救护工作，配置通信联络设备，严

防不法分子抢劫游客财物或危害游客生命安全。 

（2）安全设施 

各种游人集中且容易发生跌落、淹溺等人身事故的场所，均应设置安全防

护设施，并在适当地方设置供游客短暂休息的场地，以便游客能够恢复体力。

凡游人正常活动边缘临空高差超过 1 米 处，均应设置护栏设施。森林公园内电

力设施周围，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防护设施，以保护游客的人身安全。

森林公园内应保障消防、防火、救护等设备齐备、有效，游览游乐设施符合安

全规定。 

（3）旅游安全保障体系 

建立旅游安全设施保障体系，设立旅游安全援救网络；对危险地段要定期

检查，落实责任制度，加强管理和维护，及时排除危险和其它不安全因素。在

森林公园入口处、游览线路叉路口等处设置导游标志，使游客熟悉游览路线，

既提高游览效率，又避免迷失方向。森林公园内特殊旅游项目均应符合国家相

关部门的安全规定，由相关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4）安全宣传 

森林公园内要设置安全警告标志，注重安全宣传工作，安全广播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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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安全须知、安全指示牌等要设置齐全，安全标识要醒目、规范，数量充

足。同时，安全说明、安全须知等采取图形和中外文对照形式，并且置于醒目

位置，让游客一目了然，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5）应急反应机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必须以最快捷方法向 110、119 或 120 报警，同时必须

将所发生重特大事故的情况报告归口管理部门和所属辖区重特大安全管理事故

应急救援指挥部。报告内容为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简要情况、伤亡人数、

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及采取的应急措施。所有应急小组成员接到通知后，

10 分钟内到达指定事故现场，并配合有关部门严格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采取

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同时通知公安、消防、卫生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 

（6）建立紧急避险系统 

紧急避险系统主要以对外交通性干道为主要避险干道；另外利用森林公园

绿地、广场、停车场作为避难所。避难场所要避开危险地段和次生灾害源；确

保避难人员在最短时间内有计划有秩序的通过疏散通道到达避难场所。 

（7）医疗及救护服务 

有效整合现有应急救援资源，配备齐全相关应急救援所需设备、仪器、工

具等，并使其处于正常状态。规划在管理服务区建设医疗救护服务中心和医疗

救护服务点，配有急救箱、急救担架及日常药品。医疗急救中心配有专门的内

部救援电话，确保发生事件时能及时沟通，并配备相应救助设备及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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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土地利用规划 

14.1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目前，大罗山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如下表 14-1 所示： 

表 14-1 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表 单位：公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一

类用地名称 

现状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林地 176.6 99.67  

建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0.59 0.33  

总计 177.19 100.00 

14.2 土地利用规划原则 

（1）保护与恢复森林公园生态功能为基础 

森林公园土地的规划发展要以保护生态功能为目的，维护基本生态功能。

在森林公园的高生态敏感区，需要重点注意保护与监督，在旅游开发和布局中

要避免高生态敏感度区域，这部分区域要禁止开发。生态敏感区是森林公园中

生态保护和监督工作的关键区域，在规划设计中要考虑对该区域的保护，仅能

安排生态良好型的项目与设施在该区域进行建设。 

（2）适度开发，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新的开发项目上，无论从自然生态还是人工生态上考虑，均要以提高环

境生态质量，形成地区生态优势为原则。要处理好近期与远景土地利用两者之

间的关系。不合理的利用土地所带来的危害，有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方能显现

出来，因此，必须对未来效益和周围生态环境影响加以科学预测。 

（3）坚持土地可持续利用 

调整用地结构，坚持土地开发、利用与整治、保护相结合，力求做到社会、

经济、生态效益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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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森林公园今后发展需要以及本次规划内容，森林公园内的土地利用状

况将会发生一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林地从现状的 176.60 公顷减少到规划用的 169.07 公顷。 

管理、游览、服务设施等建设用地面积相应增加，交通运输用地增加 4.60

公顷，特殊用地增加 2.93 公顷。 

表 14-2 土地利用规划表  单位：公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一类用地名称 

现状 规划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林地 176.6 99.67 169.07 95.42  

建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0.59 0.33 5.19 2.93  

特殊用地 0 0 2.93 1.65  

总计 177.19 100 177.19 100.00  

 

 

 

 

 

 

 

 

 



 

109 
 

第十五章 环境影响评价 

15.1 公园建设对环境影响评估 

15.1.1 影响因子分析 

公园建设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都会对公园的环境造成各种影响，造成影响的

因子包括工程占地、项目施工运营以及交通工具所产生的噪音、扬尘、废气、

废水、固体废弃物，还有部分人员和游客的不良行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等。 

15.1.2 公园建设对环境影响评估 

（1）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分析 

1. 对植被的影响：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工程占地地段的植被可能会受到破坏；

人为活动较多，对植被造成践踏与破坏；道路、建筑等绿化引进植物可能存在

生物入侵风险。 

2. 对土地的影响：公园工程建设直接占用土地，施工人员及开展生态旅游

所吸引的大量人口，践踏和丢弃固体废弃物会对公园土壤环境造成破坏、对土

壤结构产生影响。工程建设采伐林木，令土壤裸露，造成一定的水土流失。 

3. 对水环境的影响：项目施工和运营产生废水，对公园内琴蛙湖等水体造

成一定污染，改变水体 p 小时值，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等。 

4.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项目施工和运营以及交通工具的使用都会排放废气，

产生扬尘，对公园内的空气造成一定污染。 

5. 对声环境的影响：项目施工动用大型机械，运营期的交通工具也会产生

噪音，与公园景观不协调，并且惊吓鸟兽，影响生物多样性。 

（2）对人文环境的影响分析 

公园建设首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部分原始自然地貎，使纯粹的自然地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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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自然地貎与人工地貌的混合地貌。其次，可能由于管理不善，游客乱扔废

物，随意在人文景物上乱涂、乱划和恶作剧地毁掉景物，使旅游景观环境受到

破坏。 

15.1.3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分析 

公园工程建设占地，首先造成工程地类增加，动植物生存空间缩小，部分

野生动物迁徙取食场所破坏；其次，旅游旺季某些时段可能存在某些景点游客

数量超过环境容量限值，给该区域生态环境造成负担；第三，少数游客随意踏

踩植被，攀折花木，惊吓鸟兽等，都会对公园内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 

15.1.4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分析 

（1）对植被的影响 

公园工程建设直接占用土地，采伐林木，永久占地区域植被无法恢复；人

为活动较多，对植被造成践踏与破坏；绿化工程引进植物可能存在的生物入侵

风险。公园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大量人口进入，野外用火是严重的火灾隐患，威

胁森林植被。 

（2）对动物的影响 

公园工程建设侵占动物栖息地，道路建设影响动物迁徙路线，施工和运营

噪音惊吓鸟兽，对公园内的动物产生部分影响。但公园建设用地比例小，并不

会过多挤占动物生存空间，动物也会适应新的生境，总体影响在可控范围内。 

（3）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公园工程建设占用部分林地，导致动植物生存空间缩小，部分野生动物迁

徙取食场所破坏；其次，旅游旺季某些时段可能存在某些景点游客数量超过环

境容量限值，给该区域生态环境造成负担；第三，少数游客随意踏踩植被，攀

折花木，惊吓鸟兽等，都会对公园内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但工程建设与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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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对某种动植物造成灭绝性的重大影响，因此生态环境的改变是有限和可

控的。 

15.1.5 对公园景观的影响分析 

（1）对自然景观的影响 

建设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都会对公园的景观造成一定的破坏，对景观质

量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对公园内溪流瀑布、森林景观的影响。 

（2）对人文景观的影响 

公园建设首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部分原始自然地貎，使纯粹的自然地貌转

变为自然地貎与人工地貌的混合地貌。其次，可能由于管理不善，游客乱扔垃

圾，在人文景物上乱涂、乱划和恶作剧地毁掉景物，使旅游景观环境受到破坏。 

15.2  采取对策措施 

15.2.1 遵循环保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公园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要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

立健全环境保护的管理规章制度，编制公园环境管理指南，制止和查处破坏环

境的行为，规范旅游开发行为，有效管控不良环境影响。 

15.2.2 立足保护，合理规划 

公园建设和经营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合理设计规划，合理开发利用，

严禁破坏资源的项目建设，要选择占地少，污染小，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项目，

如景区交通采用低噪音、零污染的电动交通工具等，并且尽可能进行植被原地

恢复，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破坏，保护重要的动植物资源，防治水土流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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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 强化游客管理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要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引导指示系统，树立标牌，

在门票上印刷地图和环保常识等，以此对游客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生态

意识和环保意识，减少对自然系统的主观破坏；同时建立完善的游客动态监测

体系，实现动态流量控制。 

15.2.4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1）进行功能区划，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 

公园建设时，按总体规划确定公园的功能分区，在保证公园各功能区建设

的同时，将生态保育区中天然植被区划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区。 

（2）发展混交林，使森林保持乔、灌、草、藓复层结构 

通过森林公园景观改造及林分、林种调整，形成森林乔、灌、草、藓复层

结构，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及自我维持能力，减少病虫害的侵袭。 

（3）加强森林生态系统保护 

保护森林生态系统，尽可能就地保护有保存价值的生物物种，对于相对面

积小、具地带性特征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或天然林分严禁人为活动，以减少干

扰。 

（4）从物种、遗传基因等方面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公园区内建立种子库，建立标本园及植物园，将优良无性系及其他优良

基因保存起来，保护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为改良林木品种、利用优良基

因、提高林分产量和质量奠定良好基础。同时，应注重对乡土树种挖掘和培养，

乡土树种因其独特的分布区仍以原始种状态分布和栽植，有利生物多样性保护。 

（5）严格控制引入外来入侵物种，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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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必须防治外来物种入侵。

建立野生动物、野生植物、生态旅游、环境污染等监测网点，逐步健全监测网

络，为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及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6）建立原生性灾害预测预报系统，提高灾害测报和预防水平 

公园地理环境特殊，火险等级和病虫害发生的机率高。必须坚持“多措并

举、综合治理，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控制和降低灾害损失，同时教

育和引导游客文明游览，增强服务人员和游客的防火意识。 

15.2.5 维护环境卫生 

加强游客环境保护教育，树立和增强其环保意识，杜绝乱扔废弃物等现象，

控制和减少环境污染；在公园内多设立美观环保的垃圾桶，设管理人员进行清

理；生活污水经过严格处理达标后排放；采用无公害环保式公厕等。 

15.3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评估可以看出，大罗山森林公园建设项目符合当前国家政策和

地方发展规划，森林公园开发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是短暂的，只要防护措施得当，

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且可控。 

在森林公园建设过程中，施工道路修建、临时建筑物修建等施工活动将阻

断生境的连通性，阻隔生物之间的交流，但这些影响只是暂时的，待工程完工

后，森林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也可招引一些动物来此栖息、繁衍，生物多

样性得到进一步保护。因此本项目的建设对于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具有积极的作用，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都非常显著的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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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投资估算 

16.1 估算依据 

16.1.1 投资估算依据 

（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政部文件财

建[2002]394 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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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部文件计价格[2002]10 号）； 

（3）《国家林业局颁发的<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建设资金管理暂行规定>的通

知》（林计发[2002]261 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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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文件发改价格[2007]670 号）； 

（5）《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家

计划委员会文件计价格[2002]1980 号）； 

（6）《林业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林业部 LBD301-1996）； 

（7）《关于调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征地补偿保护标准

（2016 年修订调整）》（粤国土资规字〔2016〕1 号）； 

（8）当地相关技术经济指标。 

16.1.2 有关投资估算取费标准 

（1）建设单位管理费：按财政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

（〔2016〕504 号）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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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察设计费：按国家级计委、建设部《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计价格〔2002〕10 号）文的规定计算； 

（3）工程监理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

收费管理规定》（发改格价〔2007〕670 号）的规定计算； 

（4）预备费：按（林计发〔2006〕156 号）文件规定工程费用与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之和的 5％计。 

16.2 估算范围 

投资估算范围为森林公园建设期内各开发项目和基本建设投资，具体如下： 

（1）分区建设项目及景点工程； 

（2）植被景观工程建设； 

（3）资源与环境保护工程； 

（4）生态文化建设工程； 

（5）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工程； 

（6）基础设施工程； 

（7）防灾及应急管理工程； 

（8）由本开发建设项目衍生的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9）预备费用； 

16.3 总体估算 

16.3.1 景区景点建设 

大罗山森林公园景区景点建设总投资共 7365.00 万元，其中，一期 3715.0

万元，二期 3650.00 万元。详见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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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森林公园景区景点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功能

分区 
分区 

项目名

称 

建设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合计 3715.00 3650.00 7365.00 

管理

服务

区 

粗石管

理服务

区 

游客服

务中心 
新建 

平方

米 
4500 0.10 250.00 200.00 450.00 

森林公

园大门 
新建 项 1 20.00 20.00  20.00 

大罗山

管理服

务区 

游客管

理服务

点 

新建 
平方

米 
4500 0.10 250.00 200.00 450.00 

森林公

园大门 
新建 项 1 20.00 20.00  20.00 

小计  540.00 600.00 1140.00 

一般

游憩

区 

森林康

养区 

森林康

养文化

园 

新建 
平方

米 
30000 0.10 1500.00 1500.00 3000.00 

中医养

生基地 
新建 

平方

米 
10000 0.10 500.00 500.00 1000.00 

森林营

地 
新建 

平方

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森林氧

吧 
新建 

平方

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云海观

景台 
新建 

平方

米 
500 0.10 50.00  50.00 

低碳亲

子营地 
新建 

平方

米 
5000 0.01 50.00  50.00 

康养径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植物精

气康养

园 

新建 
平方

米 
10000 0.02  200.00 200.00 

小飞瀑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森林游

憩区 

古树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情侣树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竹韵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情人谷 新建 
平方

米 
500 0.10 50.00  50.00 

森林人

家 
新建 

平方

米 
4000 0.05 200.00  200.00 

森林科

普研学

区 

自然教

育中心 
新建 

平方

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植物宣

教中心 
新建 

平方

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森林文

化体验
新建 

平方

米 
400 0.50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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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分区 
分区 

项目名

称 

建设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中心 

种子馆 新建 
平方

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竹林听

涛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自然教

育径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阴生谷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禾雀花  
平方

米 
500    0.00 

小计  2950.00 2800.00 5750.00 

核心

景观

区 

大罗山

景区 

观景平

台 
新建 

平方

米 
200 0.10 20.00  20.00 

奇石景

观 
新建 

平方

米 
1000 0.01 10.00  10.00 

半山亭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森林运

动体验

区 

健身绿

道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绿影长

廊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森林浴

场 
新建 

平方

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秀林亭 新建 
平方

米 
25 1.00 25.00  25.00 

休息亭 新建 
平方

米 
20 1.00  20.00 20.00 

静水潭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蛤蟆石 新建 
平方

米 
50 1.00 50.00  50.00 

奇石谷 新建 项 1 50.00 20.00 30.00 50.00 

小计  225.00 250.00 475.00 

 

16.3.2 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 

森林公园植被与森林景观投资 238.20 万元，其中，一期 106.40 万元，二期

131.80 万元。详见表 16-2。 

表 16-2 森林公园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景观类型 建设性质 单位 
工程

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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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类型 建设性质 单位 
工程

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

额 

合计 106.40 131.80 238.20 

森林群

落景观 

常绿阔叶林 改造 公顷 11.4 4 45.60  45.60 

人工林（桉树） 改造 公顷 0.9 10 9.00  9.00 

主题森

林景观 

常绿阔叶林 改造 公顷 25.9 4 51.80 51.8 103.60 

游步道森林景观 新建 公里 8 10 0.00 80 80.00 

16.3.3 生态文化建设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建设投资 82.00 万元，其中，近期 29.00 万元，远期

47.00 万元。详见表 16-3。 

表 16-3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总计       33.00  47.00  80.00  

森林公园广告宣传牌 块 1 5.00  5.00   5.00  

大型旅游导示牌 块 2 5.00  5.00  5.00  10.00  

指示路牌 块 20 0.50  5.00  5.00  10.00  

旅游服务提示牌 块 20 0.10    2.00  

说明解说牌 块 20 0.10  2.00   2.00  

环保宣传牌 块 6 1.00  6.00   6.00  

《森林公园导游图》 册 500 0.01   5.00  5.00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 册 100 0.02   2.00  2.00  

《森林公园景观画册》 册 300 0.05  10.00  5.00  15.00  

音像影像制品 盘 100 0.05   5.00  5.00  

“智慧公园”服务系统 套 1 20.00   20.00  20.00  

16.3.4 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建设 

森林公园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建设投资 390.00 万元，其中，一期 220.00 万

元，二期 170.00 万元。详见表 16-4。 

表 16-4 森林公园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性质 单位 
数

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合计         220.00  170.00  390.00  

出入口及配套设施 

小计         50.00  50.00  100.00  

主入口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次入口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公共服务设施 
小计         160.00  110.00  270.00  

垃圾收集点   个 2 10.00  10.00  1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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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性质 单位 
数

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旅游厕所 新建 个 5 50.00  150.00  100.00  250.00  

休憩设施 
小计         10.00  10.00  100.00  

休息椅 新建 个 200 0.10  10.00  10.00  20.00  

16.3.5 基础设施建设 

森林公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43.45 万元，其中，一期 498.95 万元，远期

544.50 万元。详见表 16-5。 

表 16-5 森林公园基础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合计 498.95  544.50  1043.45  

交通工程 

小计         450.00  499.20  349.20  

消防应急通道 新建 公里 6.0  100.0  300.00  300.00  600.00  

步道 新建 公里 16.6  12.00  100.00  99.20  199.20  

停车场 新建 
平方

米 5000.0  0.03  50.00  
100.00  150.00  

给水工程 

小计         42.00  40.00  82.00  

高水位池 新建 项 3.0  20.00  20.00  40.00  60.00  

DN110 输水管 新建 米 200.0  0.05  10.00  0.00  10.00  

DN110 给水管 新建 米 300.0  0.04  12.00  0.00  12.00  

排水工程 

小计         6.95  5.30  12.25  

排水沟 新建 公里 12.0  1.00  6.70  5.30  12.00  

污水排放 新建 公里 0.5  0.50  0.25  0.00  0.25  

16.3.6 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森林公园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90.00 万元，其中，一期 110.00 万

元，二期 80.00 万元。详见表 16-6。 

表 16-6 森林公园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性质 
单

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合计 110.00 80.00 190.00 

森林风景

资源保护

工程 

小计     80.00 30.00 110.00 

落界 新建 项 1 40.00 80.00  80.00 

景观资源保护 新建 项 1 30.00  30.00 30.00 

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

程 

小计     30.00  30.00 

森林保护站 新建 座 1 30.00 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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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性质 
单

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自然环境

保护工程 

小计      50.00 50.00 

森林生态系统

及生态环境保

护工程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16.3.7 防灾及应急管理系统建设 

森林公园防灾及应急管理系统建设投资 240.00 万元，其中，一期 110.00 万

元，二期 130.00 万元。详见表 16-7。 

表 16-7 森林公园防灾及应急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单位：万元 

建设项目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总计 110.00  130.00  240.00  

建立林火通信

终端系统 新建 
套 3 50.00  50.00  100.00  150.00  

扑火器具及扑

火设备 新建 
套 1 20.00  20.00    20.00  

防火宣传牌 新建 块 20 1.00  10.00  10.00  20.00  

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设备 新建 
套 1 10.00  10.00    10.00  

林业有害生物

监测点 新建 
处 1 20.00  20.00    20.00  

瞭望塔 新建 座 1 20.00    20.00  20.00  

16.3.8 投资估算总投资额 

森林公园规划方案基本建设总投资额 10883.18 万元。详见表 16-8。 

在总投资额 10883.18 万元中，一期工程建设投资总计 5464.42 万元，占总

投资额的 50.21%；二期工程建设投资 5418.76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49.79%。 

在总投资额 10883.18 万元中，景区景点建设投资 7365.00 万元，占总投资

额的 67.67%；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投资 238.2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2.19%；生

态文化设施建设投资 80.0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0.74%；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建

设投资 390.0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3.58%；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043.45 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 9.59%；保护工程、防灾及预警系统建设费用合共 430.00 万元，

占总投资额的 3.96%；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575.23 万元，占总投资额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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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16-8。 

表 16-8 森林公园基本建设投资估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资额 占比 
一期 二期 

总计 5464.42  5418.76  10883.18  100.00  

占比 50.21  49.79  100.00    

一、景区景点建设 3715.00  3650.00  7365.00  67.67  

二、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 106.40  131.80  238.20  2.19  

三、生态修复建设 0.00  0.00  0.00  0.00  

四、生态文化设施 33.00  47.00  80.00  0.74  

五、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 220.00  170.00  390.00  3.58  

六、基础设施 498.95  544.50  1043.45  9.59  

七、资源与环境保护工程 110.00  80.00  190.00  1.75  

八、防灾及预警系统 110.00  130.00  240.00  2.21  

九、其它费用 671.07  665.46  1336.53  12.28  

9.1 建设单位管理费 95.87  95.07  190.93  1.75  

9.2 勘察设计费 143.80  142.60  286.40  2.63  

9.3 工程监理费 191.73  190.13  381.87  3.51  

9.4 预备费 239.67  237.67  477.33  4.39  

注：生态修复项目费用归并到其他项目中。     

16.4 资金筹措 

大罗山森林公园工程建设既是一项公益性事业（部分工程项目具有公益性

性质），又是经营性行为（部分工程项目具有经营性性质）。根据森林公园建设

和经营机制，大罗山森林公园基本建设所需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筹措。 

（1）专项资金：积极申请国家及广东省的旅游（国债）专项资金、生态环

境建设专项资金，配套建设旅游基础设施，改善生态环境，以此引导和激励企

业进行旅游投资。 

（2）政府财政投资：具有公益性性质的工程建设项目，由各级政府财政投 

资建设。 

（3）招商引资：具有经营性性质的工程建设项目，通过招商引资建设。 

（4）建设单位接受捐赠，建设单位可接受捐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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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效益评估 

大罗山森林公园属经营性建设项目，其建设目的一方面是保护公园内现有

森林植被和风景资源，提高森林的生态服务功能，主要的诉求是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另一方面，利用森林旅游资源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单位或区域经济结

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增加就业机会。公园建设效益主要体现在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个方面。 

17.1 生态效益评估 

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更对生态

环境、旅游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改善森林景观和生态环境 

森林公园通过规划和建设，森林植被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通过林相改造，

次生林改造，风景林木显著增加，森林覆盖率得到提高，公园内林分组成和林

种结构更趋完善合理，境内森林景观和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2）生态净化效益 

森林植物通过吸收 CO2 和水，产生单糖，释放出氧气。科学研究表明：1 

公顷森林每天可以释放氧气 0.75 吨，吸收 1 吨 CO2。森林植物的根、茎、叶、

花能放出植物精气，可以带来杀菌、收毒气、降尘、净化大气等生态净化效益，

为人类生存空间提供清洁、舒适的环境。 

（3）涵养与净化水源效益 

森林公园开展生态旅游后以后，对森林的保护将起到更好地促进作用。森

林通过乔木层、灌木层、枯枝落叶和根系来实现对大气降水的再分配和调节作

用，使大量的地表径流渗入土壤转为地下径流，并通过一系列土壤离子的交换



 

123 
 

作用，使水质得到净化。据科学实验证明，每 1 公顷森林每年可蓄水 300 吨。 

（4）固土保肥效益 

森林具有水土保持的作用，森林植被具有拦截降水，降低其对地表的冲蚀，

减少地表径流。有关资料显示，同强度降水时，每公顷荒地土壤流失量 75.6 吨，

而林地仅 0.05 吨，流失的每吨土壤中含氮、磷、钾等营养元素相当于 20 公斤

化肥。 

（5）防暑降温效益 

森林除能阻挡阳光直射外，还能通过它本身的蒸腾和光合作用消耗许多热

量。森林在夏季一般能吸收 60～80%日光能、90%辐射能，使气温降低 3℃左

右，同时可调节空气相对湿度。其效果如同一座巨型空调，为前来观光、度假

的客人提供舒适、凉爽的避暑环境，公园也因此成为理想的避暑休闲胜地。 

（6）保护生物多样性 

通过森林公园内退耕还林、风景林经营改造、封山育林等措施，不仅增加

了公园内的森林面积，还能提高了公园内的林分质量，从而进一步改善了野生

动植物的生长和栖息环境，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森林公园

的开发建设，可使森林公园范围内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全

面有效地保护。 

17.2 社会效益评估 

森林公园属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更是荫及子孙后代的综合效益项目,与直

接效益相比，公益效益远大于直接效益。 

（1）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行业，需要满足旅游者的吃、住、行、游、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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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保健强身等多方面的要求，因而可以促进各行业的发展，调整当地产业结

构，活跃当地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据有

关研究表明，旅游支出每增加 1 元，可带动 GDP 增长 4.7 元。 

大罗山森林公园发展旅游业可以让社区居民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

开饭店、加工纪念品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在当地的就业。因而，能适当

缓解当地政府的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对

稳定地方的社会治安和人们正常生活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 

（2）增加对外交流，推动当地的对外开放 

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带来了发达地区的商品流、人

流、信息流、资金流，增进外界对当地的了解，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旅游活

动为当地人送来了发展商品经济的新经验和新观念，使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经营

方式和经营理念，增强了保护环境的意识，开阔视野，丰富知识，解放思想，

陶冶情操，增进亲情，加深友谊，能增进健康，愉悦心情，丰富了当地社区居

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3）提高大罗山森林公园及周边地区的知名度 

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游客通过科考、探险、

游憩、绘画、摄影、录像和宣传等活动，可使大罗山森林公园及周边地区的知

名度得到迅速提高，激发当地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社区居民的自豪

感、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 

（4）改善大罗山森林公园生产生活条件，美化社区环境，提高人们环境保

护意识旅游开发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交通、水电、餐

饮、住宿、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反过来，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游客吃、住、

行、游、购、娱的行为又会促进当地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发展。开发旅游活动可

以使森林公园经营管理者和群众认识到：环境是旅游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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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受到破坏，旅游业相应也会受到影响。因而自觉地保护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

任。 

此外，开发旅游项目所创造的经济收入还能为保护环境提供资金来源。 

（5）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正能量，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

型社会。 

大罗山森林公园是集自然资源保护、森林游赏、度假休闲、康体养生、科

普教育为一体的远郊型森林公园。它的建设将为周边城区居民和广大游人提供

一个理想的游憩、度假场所。 

大罗山森林公园丰富的自然资源能让人们与大自然无限亲近，在提升人们

生活品质外，更让人们享受自然宜居生活，生活环境充满着自然和谐，使得心

情平静与自然融于一体，在拥有美好心情的同时凝聚正能量，为建设环境友好

型、资源节约型社会贡献力量。 

17.3 经济效益评估 

大罗山森林公园属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效益主要通过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来体现，而其经济效益也主要是通过公园及公园周边的娱乐、餐饮、酒店接

待住宿以及运动休闲等方面来体现，经济效益具有普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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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分期建设规划 

18.1 近期建设目标及重点建设工程（2021-2025 年） 

18.1.1 近期目标 

保护目标：森林保护、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旅游发展目标：在现有的基础上，主要加强森林景观建设，进一步完

善园内景点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丰富全园的特色生态文化和

人文景观营造，提升接待能力，全面建设“清城之巅、大罗仙居”形象。 

市场目标：加强旅游营销力度，力争规划期末年接待游客达 4.44 万人左右。 

品牌目标：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项目整合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将其建成清远市重要的远效型森林公园、粤北地区一流的生态旅游度假胜地。 

18.1.2 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重点建设区域：大罗山风景区、森林康养区、森林科普研学区、公园各管

理服务区。 

重点建设工程：森林康养文化园、中医养生基地、云海观景台、低碳亲子

营地、自然教育中心、植物宣教中心、森林文化体验中心、观景平台、奇石景

观等生态文化和人文景观营造，提升公园的文化内涵；公园入口管理服务区服

务设施建设，完善公园的游览线路系统，提高服务接待能力。 

18.2 远期建设目标及重点建设工程（2026-2030 年） 

18.2.1 远期目标 

保护目标：继续森林保护和保护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旅游发展目标：继续完善公园内景点建设及其他基础设施、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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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注重与周边景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与联动，提升整个大罗山森林公园

生态旅游水平和内涵，发展高标准的森林生态旅游，打造“清城之巅、大罗仙

居”特色牌。 

市场目标：加强旅游营销力度，力争规划期末年接待游客达 10.53 万人左

右。 

品牌目标：进一步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项目整合和旅游配套设施

建设，将其建成粤北地区著名的县级森林公园，打造一流的奇石文化森林旅游

胜地。 

18.2.2 远期重点建设项目 

重点建设区域：森林运动体验区、森林游憩区。 

重点建设工程：健身绿道、绿影长廊、森林浴场等生态文化和人文景观营

造，景区内的旅游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自然教育中心、植物宣教中心、

森林文化体验中心等科教设施，完善公园的游览线路系统，提高服务接待能力。 

表 18-1 近期建设目标与重点建设工程一览表 

功能区 重点工程名称 建设目标 

一般游

憩区 

1.揽胜亭建设工程 

2.观光平台建设工程 

3.休息长廊建设工程 

4. 科教设施建设工程 

5.登高步道建设工程 

6. 康养设施建设工程 

7.自然教育径建设工程 

8.消防车道 

1.启动公园标志性森林景观建设， 

打造以标志性森林景观为特色的 

旅游品牌。 

2.初步完善景区的游步道建设。 

核心景

观区 

1.奇石景观 

                   2. 观景平台 

1.启动及完善一般游憩区的建设，公园整

体风貌逐步显现。 

2.丰富公园的景观类型，强化大罗山的地

域特色形象，增强科普功能。 

3.完善景区的旅游网络建设，加强各景区

的可达性。 

管理服

务区 

1.公园入口管理服务区建设工程 

2.水尖顶服务区建设工程 
完善管理服务区内的旅游服务接待设施。 

生态保

育区 
生态修复与保护工程 生态修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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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实施保障措施 

19.1 法律政策保障 

19.1.1 国家与地方相关法律规划 

（1）完善法规建设，强化依法管理，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家森林公园

的法律法规。 

（2）根据森林公园的特点，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公园的范围、重点保护

风景资源、公园运行机制等，使森林公园的运行管理工作法制化。 

（3）通过制定加强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

具体规章，为森林公园的全方位发展提供保障。 

（4）进一步强化保护意识，加强法律监督作用，坚决杜绝新的环境污染和

资源破坏。 

19.1.2 特殊优惠政策 

（1）制定扶持森林公园发展的政策措施，各级政府和公园主管部门应在资

金和技术上对公园给予扶持。 

（2）改善公园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 

（3）增加科研专项经费，森林公园的科研大多属于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范

围，各级政府科委和有关主管部门在科研专项经费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以有利

于公园开展科研工作。 

19.1.3 资金和人才引进政策 

（1）根据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制定地方配套财政政策，保证公园建设经

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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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公园融资渠道，在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和吸收社

会各界参加公园建设，开辟社会集资渠道，积极争取民间团体对森林公园的资

助。现公园建设和运营引进清远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在建设和运

营提供资金保障。 

（3）鼓励科技、管理人才来公园工作，给予优惠补助和劳动报酬，聘请科

技专家来森林公园担任顾问或开展阶段性工作，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分享，促

进森林公园的科技进展与交流，吸引人才和项目。 

19.2 组织保障 

19.2.1 领导管理体系 

加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园的领导，对清远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期和运营期进行监督管理，保障公园建设工程实施的有效组织、协调和管

理，切实保障各项建设的顺利开展。 

各级政府部门要将公园建设列入本部门的工作，并纳入任期目标责任制，

加强领导，各施其责，加强监督，定期考核，切实加强公园的建设和管理。 

19.2.2 运行机制 

根据大罗山森林公园的性质，公园由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管理，由清远

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运营。 

19.2.3 管理保障 

根据公园实际情况制定相关保护法规，使公园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进一步明确责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和培训，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定期对社区群众进行普

法教育，加强环境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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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对主要保护对象和景区环境质量、自然景观、植物群落的监测、评价

和预测系统，及时提出评价预测报告和改进恢复措施。 

19.3 资金保障 

森林公园建设和管理经费由清远市大罗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政府根

据政策可提供一定的专项资金，设立专项资金专项账户，保障专款专用，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进行挤占、挪用、截留，各项收支都应

有明细账。对公园资金使用进行资金审计和监督，保证公园各财政纳入法规化

轨道。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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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度（5） 2

自然度（5） 3

吸引度（4） 1

多样度（3） 1

科学度（3） 0

典型度（5） 2

自然度（5） 2

吸引度（4） 2

多样度（3） 0

科学度（3） 0

地带度（10） 5

珍稀度（10） 2

多样度（8） 4

吸引度（6） 3

科学度（6） 1

珍稀度（4） 0

典型度（4） 0

多样度（3） 0

吸引度（2） 0

科学度（2） 0

多样度（1） 1

珍稀度（1） 0

典型度（1） 1

吸引度（1） 1

利用度（1） 0

6
资源组合状

况 Z

组合度
（1.5）

7

5

1

40F3

15F4

5F5

附表1-1 森林公园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评价理想值计算

特色附加分 T(2) 1

20F1

天象资源X5

人文资源X4

生物资源X3

水文资源X2

地文资源X1

20F2

1

8.75B
10.75M

2

3

4



评价指标 评价分值 得分

规划面积小于300 公顷 1 0.5

大于或等于240 天/年 2

150天/年至 240天/年 1

小于150 天/年 0.5

距离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小于100

公里，或以公园为中心，半径100 公里

内有100 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或100 公

里内有著名的旅游区（点）。

2

距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或著名旅游
区（点）100-200 公里。

1

距省会城市（含省级城市）或著名旅游
区（点）超过200 公里。

0.5

50 公里内通铁路，在铁路干线上，中等

或大站，客流量大。
1

50 公里内通铁路，不在铁路干线上，客

流量小。
0.5

国道或省道，有交通车随时可达，客流
量大。

1

省道或县道，交通车较多，有一定客流
量。

0.5

水路较方便，客运量大，在当地交通中
占有重要地位。

1

水路较方便，有客运。 0.5

航空
100 公里内有国内空港或150 公里内有

国际空港。
1 1

区域内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具备
游览的通达性。

1

区域内交通方式较为单一。 0.5

自有水源或各区通自来水，有充足变压
电，较完善的通讯，旅游设施好。

2

通水、电，有通讯和接待能力，但各类
基础设施条件一般。

1

7.5

附表1-2 森林公园旅游开发利用条件评价一览表

外部交通

铁路 0.5

公路 0

水路 0

评价项目

公园面积

旅游适宜期 2

区位条件 2

内部交通 0.5

基础设施条件 1

总         分



评价项目 评价因子 评价依据 赋值 公园得分

达到GB3095一级标准 2

达到GB3095二级标准 1

达到GB3838 Ⅰ类标准 2

达到GB3838 Ⅱ类标准 1

达到GB16518 Ⅰ类标准 1.5

达到GB16518 Ⅱ类标准 1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5万个/立方厘米 2.5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1万~5万个/立方厘米 2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3000~1万个/立方厘米 1

旅游旺季主要景点含量为1000~3000个/立方厘

米
0.5

空气细菌含量为1000 个/立方米以下 2

空气细菌含量为1000~1万个/立方米 1.5

空气细菌含量为1万~5万个/立方米 0.5

2

附表2-1 生态环境资源评价表

生态环境
资源

大气质量 2

地表水质量 1

土壤质量 1

空气负离子水平 1

空气细菌含量



分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地点
占地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占用林地面积（平
方米）

项目分期

森林公园
大门

- 东部入口处 100 - - 一期

游客管理
服务点

停车、餐饮、旅游
咨询购物、消防、
急救、安全保障等
公共服务设施

公园西北部 4500 1200 4500 一期

森林公园
大门

- 北部入口处 100 - - 一期

森林康养
文化园

建设半山竹楼、树
上餐厅、儿童树屋
等生态型建筑

西部山腰 30000 10000 10000 一期

中医养生
基地

在周边林地种植南
药品种。规划建设
中医药体验馆

西部山腰 10000 5000 5000 二期

森林营地
青少年营地标准建
徒步式森林营地

南部山体的平坦处 10000 二期

森林氧吧

森林氧吧中设置运
动简易平台等，铺
设用于脚底按摩的
卵石游道等专门的

辅助设施

森林植被茂密的区
域

10000 一期

云海观景
台

规划建设云海观景
台1处，游客可以

此尽览大罗山雨后
云海奇观

道路拐弯处 500 - 500 一期

低碳亲子
营地

利用林中台地建设
家庭化、趣味化的
步入式森林露营

地，可设童趣园、
玩木乐园、星星小
屋、观鸟树屋等项

西北部山体平坦处 5000 - - 二期

康养径
利用森林原有山石
、落叶、枯枝进行

步道建设

森林康养区北部 - - - 一期

小飞瀑

在水潭上建设石
桥，沿瀑布另一侧
而下规划步道，总

长约50米

中东部 - - - 一期

 植物精气
康养园

通过打造以特定植
物精气康养主题的
林下栈桥、步道游
线，将沿路以不同
康养形式构建的植
物精气体验点串联
起来，并设置相应
的体验设施如户外
木平台、躺椅、树

位于静水潭西侧 10000 400 400 二期

森林康养
木屋

木屋均采用吊脚楼
形式，依地势而

建，并加强对周边
的高大乔木的保

护；完善好木屋的
相关基础配套设施

森林营地北侧 1600 - - 一期

古树
古树周围设置休息

椅和展示牌
该区北部 50 - - 一期

情侣树
在周围配置休息椅

和宣传牌
古树东侧 50 - - 一期

竹韵
周围配置休息椅和

展示牌
古树西南侧 50 - - 一期

情人谷
沿溪流规划步栈

道，沿途配置休息
椅和观景平台

公园东北部 500 - - 一期

森林人家
森林人家由若干个
森林小屋组成

该区东侧 4000 - 4000 一期

自然教育
中心

建设展览馆、儿童
休息室等配套设施

森林学校南侧 400 400 400 一期

植物宣教
中心

建设植物标本馆、
活动室和休息室

位于自然教育中心
南侧

400 400 400 二期

森林康养
区

森林游憩
区

表3-1 森林公园建设项目表

4500

兼具研学住宿、旅
游咨询、旅游厕所
、票务、餐饮、购
物、医务急救、停
车场等公共服务设

施

一期

大罗山
管理服
务区

粗石管
理服务

区

游客服务
中心

门口 4500 1200

森林科普
研学区



分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地点
占地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
米）

占用林地面积（平
方米）

项目分期

森林文化
体验中心

规划建设森林文化
、林业科普展览室
、休息室和活动室

位于植物宣教中心
南侧

400 400 400 一期

种子馆
规划展示厅、休息

室和活动室
该区北侧 400 400 400 二期

竹林听涛
沿途配置休息椅桌
以及竹文化宣传长

廊
竹林处 - - - 一期

自然教育
径

对沿途植物进行挂
牌，路面就近采用
木材、石头等，形
成自然的研学步道

常绿阔叶林下 - - - 一期

阴生谷

在林下种植兰科植
物，蕨类植物等，
并对每种植物设置

宣传牌

山谷 - - - 一期

禾雀花

适当种植人工禾雀
花，形成禾雀花景
观，规划配置休息

椅等

野生禾雀花处 500 - - 一期

儿童树屋
木屋均采用吊脚楼

形式
该区最北端 400 - - 一期

观景平台 构建观景平台 山腰 200 - 200 一期

奇石景观

修建观景平台，对
现在木栈道进行修
缮，在显眼处石头
上雕刻“大罗山

”，打造网红打卡
点

山顶 1000 - - 一期

半山亭

两层，双飞檐，砖
木结构，木或石

柱，褐瓦，内设置
石桌、石凳

山腰 50 50 50 二期

健身绿道
修建遮阳亭和休息

长椅
该区东部 - - - 一期

绿影长廊
仿木制休憩长廊，
并选用攀附绿植进

行美化
该区中部 - - - 二期

森林浴场
可在林中布设各种
休闲健身辅助设施

建森林浴场
该区西南部 10000 - - 二期

秀林亭 单飞檐，砖木结构 鞍部 25 25 25 一期

休息亭 规划休息亭 公园腹地 20 20 20 二期

静水潭
规划观瀑平台和休

息椅
山谷处 50 - 50 一期

蛤蟆石
规划观景平台和休

息椅
溪谷 50 - 50 一期

奇石谷
修建1.5公里步

道，配置休息椅
溪谷 - - - 一期

森林运动
体验区

大罗山景
区

森林科普
研学区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林地 176.6 99.67

建设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0.59 0.33

总计 177.19 1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一类用地名称
现状

附表4-1 森林公园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及其平衡表



面积 占比 面积 占比
农用地 林地 176.6 99.67 169.07 95.42

交通运输用地 0.59 0.33 5.19 2.93

特殊用地 0 0 2.93 1.65

177.19 100 177.19 100.00

附表5 森林公园土地利用规划表

总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大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一类用地名称
现状 规划

建设用地



功能分区 分区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3715.00 3650.00 7365.00

游客服务中心 新建 平方米 4500 0.10 250.00 200.00 450.00

森林公园大门 新建 项 1 20.00 20.00 20.00

游客管理服务点 新建 平方米 4500 0.10 250.00 200.00 450.00

森林公园大门 新建 项 1 20.00 20.00 20.00
540.00 400.00 940.00

森林康养文化园 新建 平方米 30000 0.10 1500.00 1500.00 3000.00

中医养生基地 新建 平方米 10000 0.10 500.00 500.00 1000.00

森林营地 新建 平方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森林氧吧 新建 平方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云海观景台 新建 平方米 500 0.10 50.00 50.00

低碳亲子营地 新建 平方米 5000 0.01 50.00 50.00

康养径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植物精气康养园 新建 平方米 10000 0.02 200.00 200.00

小飞瀑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古树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情侣树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竹韵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情人谷 新建 平方米 500 0.10 50.00 50.00

森林人家 新建 平方米 4000 0.05 200.00 200.00

自然教育中心 新建 平方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植物宣教中心 新建 平方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森林文化体验中心 新建 平方米 400 0.50 200.00 200.00

种子馆 新建 平方米 400 0.50 100.00 100.00 200.00

竹林听涛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自然教育径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阴生谷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禾雀花 平方米 500 0.00

2950.00 3000.00 5950.00

观景平台 新建 平方米 200 0.10 20.00 20.00

奇石景观 新建 平方米 1000 0.01 10.00 10.00

半山亭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健身绿道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绿影长廊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森林浴场 新建 平方米 10000 0.01 100.00 100.00

秀林亭 新建 平方米 25 1.00 25.00 25.00

休息亭 新建 平方米 20 1.00 20.00 20.00

静水潭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蛤蟆石 新建 平方米 50 1.00 50.00 50.00

奇石谷 新建 项 1 50.00 20.00 30.00 50.00

225.00 250.00 475.00

合计

 附表6-1 森林公园景区景点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森林科普研学区

核心景观
区

小计

小计

小计

大罗山管理服务区

森林康养区

森林游憩区
一般游憩

区

管理服务
区

大罗山景区

森林运动体验区

粗石管理服务区



建设性质 单位 工程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106.40 131.80 238.20

常绿阔叶林 改造 公顷 11.4 4 45.60 45.60

人工林（桉树） 改造 公顷 0.9 10 9.00 9.00

常绿阔叶林 改造 公顷 25.9 4 51.80 51.8 103.60

游步道森林景观 新建 公里 8 10 0.00 80 80.00
主题森林景观

 附表6-2 森林公园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景观类型

合计

森林群落景观



建设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总计 0.00 0.00 0.00

附表6-3 森林公园生态修复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生态修复费在其他建设项目计算



建设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总计 33.00 47.00 80.00

森林公园广告宣传牌 块 1 5.00 5.00 5.00

大型旅游导示牌 块 2 5.00 5.00 5.00 10.00

指示路牌 块 20 0.50 5.00 5.00 10.00

旅游服务提示牌 块 20 0.10 2.00

说明解说牌 块 20 0.10 2.00 2.00

环保宣传牌 块 6 1.00 6.00 6.00

《森林公园导游图》 册 500 0.01 5.00 5.00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 册 100 0.02 2.00 2.00

《森林公园景观画册》 册 300 0.05 10.00 5.00 15.00

音像影像制品 盘 100 0.05 5.00 5.00

“智慧公园”服务系统 套 1 20.00 20.00 20.00

附表6-4 森林公园生态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220.00 170.00 390.00

小计 50.00 50.00 100.00

主入口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次入口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小计 160.00 110.00 270.00

垃圾收集点 个 2 10.00 10.00 10.00 20.00

旅游厕所 新建 个 5 50.00 150.00 100.00 250.00

小计 10.00 10.00 100.00

休息椅 新建 个 200 0.10 10.00 10.00 20.00

建设项目
合计

休憩设施

附表6-5 森林公园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公共服务设施

出入口及配套设施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498.95 544.50 1043.45

小计 450.00 499.20 349.20

消防应急通道 新建 公里 6.0 100.0 300.00 300.00 600.00

步道 新建 公里 16.6 12.00 100.00 99.20 199.20

停车场 新建 平方米 5000.0 0.03 50.00 100.00 150.00

小计 42.00 40.00 82.00

高水位池 新建 项 3.0 20.00 20.00 40.00 60.00

DN110输水管 新建 米 200.0 0.05 10.00 0.00 10.00

DN110给水管 新建 米 300.0 0.04 12.00 0.00 12.00

小计 6.95 5.30 12.25

排水沟 新建 公里 12.0 1.00 6.70 5.30 12.00

污水排放 新建 公里 0.5 0.50 0.25 0.00 0.25

给水工程

排水工程

附表6-6 森林公园基础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建设项目

交通工程

合计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110.00 80.00 190.00

小计 80.00 30.00 110.00

落界 新建 项 1 40.00 80.00 80.00

景观资源保护 新建 项 1 30.00 30.00 30.00

小计 30.00 30.00

森林保护站 新建 座 1 30.00 30.00 30.00

小计 50.00 50.00

森林生态系统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新建 项 1 50.00 50.00 50.00

附表6-7 森林公园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投资估算一览表

自然环境保护工程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

森林风景资源保护工程

建设项目
合计



建设项目 性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一期 二期 投资额
110.00 130.00 240.00

建立林火通信终端系统 新建 套 3 50.00 50.00 100.00 150.00

扑火器具及扑火设备 新建 套 1 20.00 20.00 20.00

防火宣传牌 新建 块 20 1.00 10.00 10.00 20.00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设备 新建 套 1 10.00 10.00 10.00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点 新建 处 1 20.00 20.00 20.00

瞭望塔 新建 座 1 20.00 20.00 20.00

附表6-8 森林公园防灾及应急管理系统建设项目投资估算一览表

总计



一期 二期
总计 5464.42 5418.76 10883.18 100.00

占比 50.21 49.79 100.00

一、景区景点建设 3715.00 3650.00 7365.00 67.67

二、植被与森林景观建设 106.40 131.80 238.20 2.19

三、生态修复建设 0.00 0.00 0.00 0.00

四、生态文化设施 33.00 47.00 80.00 0.74

五、旅游接待和服务设施 220.00 170.00 390.00 3.58

六、基础设施 498.95 544.50 1043.45 9.59

七、资源与环境保护工程 110.00 80.00 190.00 1.75

八、防灾及预警系统 110.00 130.00 240.00 2.21

九、其它费用 671.07 665.46 1336.53 12.28

9.1建设单位管理费 95.87 95.07 190.93 1.75

9.2勘察设计费 143.80 142.60 286.40 2.63

9.3工程监理费 191.73 190.13 381.87 3.51

9.4预备费 239.67 237.67 477.33 4.39

建设期
投资额项目名称 占比

附表6-9 森林公园基本建设投资估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清远清城大罗山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动物资源概况 

1 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1.1 总体情况 

根据调查，清远清城大罗山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以下简称“大罗山森林公

园”）共记录到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11 目 38 科 56 种（见表 1.1-1），其中两栖类 1 

目 5 科 9 种、爬行类 1 目 9 科 11 种、鸟类 7 目 21 科 28 种、哺乳类 2 目 3 科

8 种。 

大罗山森林公园 56 种脊椎动物，其中国家Ⅱ重点保护动物 6 种；“三有”

保护名录（即《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物种有 37 种（不包括列入国家级的）。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Ⅱ有 4 种。大罗山森林公园保护动物情况见表 1.1-2。 

表 1.1-1 大罗山森林公园脊椎动物目科种组成 

类群 目数 科数 种数 

两栖类 1 5 9 

爬行类 1 9 11 

鸟类 7 21 28 

哺乳类 2 3 8 

合计 11 38 56 

 

表 1.1-2 大罗山森林公园保护动物情况 

类群 国家Ⅱ级 省级 三有 

两栖类 1 1 8 

爬行类   11 

鸟类 4  16 

哺乳类 1  1 

合计 6 1 37 

1.2 两栖类 

1.2.1 物种组成 

根据调查，大罗山森林公园共记录到两栖类 9 种，隶属 1 目 5 科，均为无尾



目（Anura）物种，其中蟾蜍科（Bufonidae）1 种、蛙科（Ranidae）1 种、叉舌蛙

科（Dicroglossidae）2 种、树蛙科（Rhacophoridae）1 种、姬蛙科（Microhylidds）

4 种，以姬蛙科物种居多。 

大罗山森林公园 9 种两栖类，其中国家Ⅱ重点保护动物 1 种，即虎纹蛙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其余 8 种全部为“三有”保护名录物种。 

表 1.2-1 大罗山森林公园两栖类名录 

物种名称 动物区系 生态类型 保护级别 

I. 无尾目 Anura    

一、蟾蜍科 Bufonidae    

1.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W TQ 3 

二、蛙科 Ranidae    

2. 沼水蛙 Hylarana guentheri W TQ 3 

三、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3. 泽陆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W TQ 3 

4. 虎纹蛙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C,S TQ 2 

四、树蛙科 Rhacophoridae    

5. 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W A 3 

五、姬蛙科 Microhylidds    

6. 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 W TQ 3 

7. 花姬蛙 Microhyla pulchra C,S TQ 3 

8. 小弧斑姬蛙 Microhyla heymonsi W TQ 3 

9. 花狭口蛙 Kaloula pulchra S TQ 3 

注释：区系：S—东洋界华南区物种，C—东洋界华中区物种，C,S—华中与华南区共有种，W—东洋界

广布种（华中，华南，西南三区共有）。生态类型：TQ-陆栖静水型，TR-陆栖流水型，A-树栖型。保护级别：

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P—广东省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1.2.2 区系特征 

大罗山森林公园 9 种两栖类，全部为东洋界物种，其中华南区物种 1 种，占

总数的 11.11%，即花狭口蛙（Kaloula pulchra）；华中华南区物种 2 种，占总数

的 22.22%，即虎纹蛙和花姬蛙（Microhyla pulchra）；东洋界广布种 6 种，占总

数的 66.67%，分别是黑眶蟾蜍（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沼水蛙、泽陆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斑腿泛树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和小弧斑姬蛙（Microhyla heymonsi）。 



1.3 爬行类 

1.3.1 物种组成 

根据调查，大罗山森林公园共记录到爬行类 11 种，隶属 1 目 9 科，均为有

鳞目（Squamata）物种，其中壁虎科（Gekkonidae）1 种、石龙子科（Scincidae）

2 种、鬣蜥科（Agamidae）1 种、水蛇科（Homalopsidae）1 种、蝰科（Viperidae）

1 种、钝头蛇科（Pareatidae）1 种、眼镜蛇科（Elapidae）1 种、水游蛇科（Natricidae）

2 种、游蛇科（Colubridae）1 种。 

大罗山森林公园 11 种爬行类，全部为“三有”保护名录物种。 

表 1.3-1 大罗山森林公园爬行类名录 

物种名称 动物区系 保护级别 

I. 有鳞目 Squamata 

一、壁虎科 Gekkonidae   

1. 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S 3 

二、石龙子科 Scincidae   

2. 中国石龙子 Plestiodon chinensis C,S 3 

3. 南滑蜥 Sincella reevesii S 3 

三、鬣蜥科 Agamidae   

4. 变色树蜥 Calotes versicolor S 3 

四、水蛇科 Homalopsidae   

5. 中国水蛇 Myrrophis chinensis C,S 3 

五、蝰科 Viperidae   

6. 白唇竹叶青蛇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S 3 

六、钝头蛇科 Pareatidae   

7. 横纹钝头蛇 Pareas margaritophorus C,S 3 

七、眼镜蛇科 Elapidae   

8. 银环蛇 Bungarus multicinctus C,S 3 

八、水游蛇科 Natricidae   

9. 草腹链蛇 Amphiesma stolatum C,S 3 

10. 黄斑渔游蛇 Xenochrophis flavipunctatus C,S 3 

九、游蛇科 Colubridae   

11. 台湾小头蛇 Oligodon formosanus C,S 3 

注释：区系：S—东洋界华南区物种，C—东洋界华中区物种，C,S—华中与华南区共有种，W—东洋界

广布种（华中，华南，西南三区共有）。保护级别：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 

1.3.2 区系特征 

大罗山森林公园 11 种爬行类，全部为东洋界物种，其中华南区物种 4 种，



占总数的 36.36%，分别是原尾蜥虎（Hemidactylus bowringii）、南滑蜥（Sincella 

reevesii）、变色树蜥（Calotes versicolor）和白唇竹叶青蛇（Trimeresurus albolabris）；

华中华南区物种 7 种，占总数的 63.64%，分别是中国石龙子（Plestiodon chinensis）、

中国水蛇（Myrrophis chinensis）、横纹钝头蛇（Pareas margaritophorus）、银环蛇

（Bungarus multicinctus）、草腹链蛇（Amphiesma stolatum）、黄斑渔游蛇

（Xenochrophis flavipunctatus）和台湾小头蛇（Oligodon formosanus）。 

1.4 鸟类 

1.4.1 物种组成 

根据调查，大罗山森林公园共记录到鸟类 7 目 21 科 28 种，占广东省已记

录鸟类 553 种(邹发生 等，2016)的 5.06%，占中国已记录 1371 种（郑光美，

2011）的 2.04%。大罗山森林公园 44 种鸟类，其中隼形目（Falconiformes）1 科

2 种、鸡形目（Galliformes）1 科 1 种、鹤形目（Gruiformes）1 科 1 种、鸽形目

（Columbiformes）1科1种、佛法僧目（Coraciiformes）2科2种、鴷形目（Piciformes）

1 科 1 种、雀形目（Passeriformes）14 科 20 种，以雀形目鸟类居多。 

大罗山森林公园 28 种鸟类，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4 种，分别是黑翅

鸢（Elanus caeruleus）、黑鸢（Milvus migrans）、蓝喉蜂虎（Merops viridis）和

画眉（Garrulax canorus）；“三有”保护名录物种 16 种。列入 CITES 附录Ⅱ有 3

种，分别是黑翅鸢、黑鸢和画眉。 

 

表 1.4-1 大罗山森林公园鸟类名录 

序号 物种名称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I.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一) 鹰科 Accipitridae    

1. 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 R O 2,Ⅱ 

2. 黑鸢 Milvus migrans R O 2,Ⅱ 

II. 鸡形目 Galliformes    

(二) 雉科 Phasianidae    

3. 中华鹧鸪 Francolinus pintadeanus R O 3 

III. 鹤形目 Gruiformes    

(三) 秧鸡科 Rallidae    

4.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is phoenicurus R O 3 

IV.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四) 鸠鸽科 Columbidae    

5.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R O 3 



序号 物种名称 居留型 区系 保护级别 

V.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五) 蜂虎科 Meropidae    

6. 蓝喉蜂虎 Merops viridis S C Ⅱ 

(六) 翠鸟科 Alcedinidae    

7.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R C 3 

VI. 鴷形目 Piciformes    

(七) 拟鴷科 Capitonidae    

8. 黑眉拟啄木鸟 Megalaima oorti R O 3 

VII.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八) 燕科 Hirundinidae    

9. 金腰燕 Cecropis daurica S P 3 

(九) 鹡鸰科 Motacillidae    

10.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R P 3 

(十) 鹎科 Pycnonotidae    

11. 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R O 3 

12. 栗背短脚鹎 Hemixos castanonotus R O  

13. 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R O 3 

(十一) 伯劳科 Laniidae    

14.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R O 3 

(十二) 鸦科 Corvidae    

15. 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R O  

(十三) 鸫科 Turdidae    

16.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R O 3 

(十四) 画眉科 Timaliidae    

17.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R O 2,Ⅱ 

18.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R O  

19. 红头穗鹛 Stachyris ruficeps R O  

20. 灰眶雀鹛 Alcippe morrisonia R O  

(十五) 扇尾莺科 Cisticolidae    

21. 黄腹山鹪莺 Prinia flaviventris R O  

(十六) 莺科 Sylviidae    

22. 长尾缝叶莺 Orthotomus sutorius R O  

23. 褐柳莺 Phylloscopus fuscatus W P 3 

(十七)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24.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japonicus R O 3 

(十八) 山雀科 Paridae    

25. 大山雀 Parus major R C 3 

(十九) 花蜜鸟科 Nectariniidae    

26. 叉尾太阳鸟 Aethopyga christinae R O 3 

(二十) 雀科 Passeridae    

27. 麻雀 Passer montanus R P 3 

(二十一) 梅花雀科 Estrildida    

28. 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R O  



注释：居留型：R-留鸟，W-冬候鸟，S-夏候鸟，P-旅鸟，V-迷鸟。区系：P-古北界，O-东洋界，Z-广布

种。保护级别：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 “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Ⅱ- CITES 附录Ⅱ物种。 

 

1.4.2 区系特征 

大罗山森林公园 28 种鸟类，其中古北界物种 4 种，占总数的 14.29%，分别

是 金 腰 燕 （ Cecropis daurica ）、 白 鹡 鸰 （ Motacilla alba ）、 褐 柳 莺

（Phylloscopus fuscatus）和麻雀（Passer montanus）；东洋界物种 21 种，占总数

的 75.00%，分别有黑鸢、珠颈斑鸠（Streptopelia chinensis）、黑眉拟啄木鸟

（Megalaima oorti）、栗背短脚鹎（Hemixos castanonotus）、鹊鸲（Copsychus 

saularis）、灰眶雀鹛（Alcippe morrisonia）、斑文鸟（Lonchura punctulata）等；广

布种 3 种，占总数的 10.71%，分别是蓝喉蜂虎（Merops viridis）、普通翠鸟（Alcedo 

atthis）和大山雀（Parus major）。 

1.4.3 居留型 

大罗山森林公园 28 种鸟类，其中留鸟有 25 种，占总数的 89.29%，分别有

黑翅鸢、中华鹧鸪（Francolinus pintadeanus）、普通翠鸟、白鹡鸰、棕背伯劳（Lanius 

schach）、暗绿绣眼鸟（Zosterops japonicus）、叉尾太阳鸟（Aethopyga christinae）

等；夏候鸟 2 种，占总数的 7.14%，即蓝喉蜂虎和金腰燕；冬候鸟 1 种，占总数

的 3.57%，即褐柳莺。 

1.5 哺乳类 

1.5.1 物种组成 

根据调查，大罗山森林公园共记录到哺乳类 8 种，隶属 2 目 3 科，其中劳亚

食虫目（Eulipotyphla）1 科 1 种、食肉目（Carnivora）1 科 1 种、啮齿目（Rodentia）

1 科 6 种，以啮齿目物种居多。 

大罗山森林公园 8 种哺乳类，其中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1 种，即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三有”保护名录物种有 1 种，即社鼠（Rattus 

niviventer）。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有 1 种，即豹

猫。 

表 1.5-1 大罗山森林公园哺乳类名录 



物种名称 
动物 

区系 

保护级别 

国家 IUCN CITES 

I. 劳亚食虫目 Eulipotyphla     

一、鼩鼱科 Soricidae     

1.臭鼩 Suncus murinus  O  LC  

II. 食肉目 Carnivora     

二、猫科 Felidae     

2.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O 2 LC Ⅱ 

III. 啮齿目 Rodentia     

三、鼠科 Muridae     

3.社鼠 Rattus niviventer W 3   

4.黄毛鼠 Rattus losea O    

5.针毛鼠 Niviventer fulvescens O  LC  

6.白腹巨鼠 Leopoldamys edwardsi O  LC  

7.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W  LC  

8.小家鼠 Mus musculus W  LC  

注释：区系：O—东洋界，P—古北界，W—广布种。保护级别：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3—“国家

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LC- IUCN 红色名录无危；Ⅱ—CITES 附录Ⅱ物。 

1.5.2 区系特征 

大罗山森林公园 8 种哺乳类，其中东洋界物种 5 种，占总数的 71.43%，分

别是臭鼩（Suncus murinus ）、豹猫、黄毛鼠（Rattus losea）、针毛鼠（Niviventer 

fulvescens）和白腹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广布种 3 种，占总数的 28.57%，

分别是社鼠、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和小家鼠（Mus musculus）。 

 

 

 

  



附录 1 大罗山森林公园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名录 

两栖类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无尾目 Anura 

一、蟾蜍科 Bufonidae  

1. 黑眶蟾蜍 Duttaphrynus melanostictus 3 

二、蛙科 Ranidae  

2. 沼水蛙 Hylarana guentheri 3,P 

三、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3. 泽陆蛙 Fejervarya multistriata 3 

4. 虎纹蛙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2 

四、树蛙科 Rhacophoridae  

5. 斑腿泛树蛙 Polypedates megacephalus 3 

五、姬蛙科 Microhylidds  

6. 饰纹姬蛙 Microhyla fissipes 3 

7. 花姬蛙 Microhyla pulchra 3 

8. 小弧斑姬蛙 Microhyla heymonsi 3 

9. 花狭口蛙 Kaloula pulchra 3 

注释：保护级别：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P—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爬行类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有鳞目 Squamata 

一、壁虎科 Gekkonidae  

1. 原尾蜥虎 Hemidactylus bowringii 3 

二、石龙子科 Scincidae  

2. 中国石龙子 Plestiodon chinensis 3 

3. 南滑蜥 Sincella reevesii 3 

三、鬣蜥科 Agamidae  

4. 变色树蜥 Calotes versicolor 3 

四、水蛇科 Homalopsidae  

5. 中国水蛇 Myrrophis chinensis 3 

五、蝰科 Viperidae  

6. 白唇竹叶青蛇 Trimeresurus albolabris 3 

六、钝头蛇科 Pareatidae  

7. 横纹钝头蛇 Pareas margaritophorus 3 

七、眼镜蛇科 Elapidae  

8. 银环蛇 Bungarus multicinctus 3 

八、水游蛇科 Natricidae  

9. 草腹链蛇 Amphiesma stolatum 3 

10. 黄斑渔游蛇 Xenochrophis flavipunctatus 3 

九、游蛇科 Colubridae  

11. 台湾小头蛇 Oligodon formosanus 3 

注释：保护级别：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 

 

 

 

 

 

 

 

 

 

 

 



鸟类 

序号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I.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一) 鹰科 Accipitridae  

1. 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 2,Ⅱ 

2. 黑鸢 Milvus migrans 2,Ⅱ 

II. 鸡形目 Galliformes  

(二) 雉科 Phasianidae  

3. 中华鹧鸪 Francolinus pintadeanus 3 

III. 鹤形目 Gruiformes  

(三) 秧鸡科 Rallidae  

4. 白胸苦恶鸟 Amaurornis phoenicurus 3 

IV. 鸽形目 Columbiformes  

(四) 鸠鸽科 Columbidae  

5. 珠颈斑鸠 Streptopelia chinensis 3 

V.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五) 蜂虎科 Meropidae  

6. 蓝喉蜂虎 Merops viridis Ⅱ 

(六) 翠鸟科 Alcedinidae  

7. 普通翠鸟 Alcedo atthis 3 

VI. 鴷形目 Piciformes  

(七) 拟鴷科 Capitonidae  

8. 黑眉拟啄木鸟 Megalaima oorti 3 

VII.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八) 燕科 Hirundinidae  

9. 金腰燕 Cecropis daurica 3 

(九) 鹡鸰科 Motacillidae  

10. 白鹡鸰 Motacilla alba 3 

(十) 鹎科 Pycnonotidae  

11. 红耳鹎 Pycnonotus jocosus 3 

12. 栗背短脚鹎 Hemixos castanonotus  

13. 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3 

(十一) 伯劳科 Laniidae  

14. 棕背伯劳 Lanius schach 3 

(十二) 鸦科 Corvidae  

15. 大嘴乌鸦 Corvus macrorhynchos  

(十三) 鸫科 Turdidae  

16. 鹊鸲 Copsychus saularis 3 

(十四) 画眉科 Timaliidae  

17.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2,Ⅱ 

18. 棕颈钩嘴鹛 Pomatorhinus ruficollis  

19. 红头穗鹛 Stachyris ruficeps  

20. 灰眶雀鹛 Alcippe morrisonia  



(十五) 扇尾莺科 Cisticolidae  

21. 黄腹山鹪莺 Prinia flaviventris  

(十六) 莺科 Sylviidae  

22. 长尾缝叶莺 Orthotomus sutorius  

23. 褐柳莺 Phylloscopus fuscatus 3 

(十七) 绣眼鸟科 Zosteropidae  

24. 暗绿绣眼鸟 Zosterops japonicus 3 

(十八) 山雀科 Paridae  

25. 大山雀 Parus major 3 

(十九) 花蜜鸟科 Nectariniidae  

26. 叉尾太阳鸟 Aethopyga christinae 3 

(二十) 雀科 Passeridae  

27. 麻雀 Passer montanus 3 

(二十一) 梅花雀科 Estrildida  

28. 斑文鸟 Lonchura punctulata  

注释：保护级别：2-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Ⅱ—CITES 附录Ⅱ物种。 

 

 

 

 

 

 

 

 

 

 

 

 

 

 

 

 

 



哺乳类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I. 劳亚食虫目 Eulipotyphla  

一、鼩鼱科 Soricidae  

1.臭鼩 Suncus murinus   

II. 食肉目 Carnivora  

二、猫科 Felidae  

2.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2,II 

III. 啮齿目 Rodentia  

三、鼠科 Muridae  

3.社鼠 Rattus niviventer 3 

4.黄毛鼠 Rattus losea  

5.针毛鼠 Niviventer fulvescens  

6.白腹巨鼠 Leopoldamys edwardsi  

7.褐家鼠 Rattus norvegicus  

8.小家鼠 Mus musculus  

注释：保护级别：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Ⅱ—CITES 附录Ⅱ物种。  

 

 

 

 

  



附录 2 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 

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 

物种名称 保护级别 

两栖纲（Amphibian） 

I. 无尾目 Anura  

一、叉舌蛙科 Dicroglossidae  

1. 虎纹蛙 Hoplobatrachus chinensis 2 

鸟纲（Aves） 

I. 隼形目 Falconiformes  

一、鹰科 Accipitridae  

1. 黑鸢 Milvus migrans 2,II 

2. 黑翅鸢 Elanus caeruleus 2,II 

II. 佛法僧目 Coraciiformes  

二、蜂虎科 Meropidae  

3. 蓝喉蜂虎 Merops viridis 2,II 

III.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三、画眉科 Timaliidae  

4.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2,II 

哺乳纲（Mammalia） 

I. 食肉目 Carnivora  

一、猫科 Felidae  

1.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2,II 

注释：保护级别：2-国家Ⅱ级重点保护动物。  

 

省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 

中文名 保护级别 

两栖纲（Amphibian） 

I. 无尾目 Anura  

一、蛙科 Ranidae  

1. 沼水蛙 Hylarana guentheri 3,P 

注释：保护级别：3—“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P -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属名(哈钦松) 中文名 拉丁名 栽培种 国家保护植物
藤石松属 藤石松 Lycopodiastrum casuarinoides

石松属 垂穗石松 Lycopodium cernuum

卷柏属 二形卷柏 Selaginella biformis

卷柏属 深绿卷柏 Selaginella doederleinii

卷柏属 卷柏 Selaginella tamariscina

瘤足蕨属 瘤足蕨 Plagiogyria adnata

芒萁属 芒萁 Dicranopteris pedata

芒萁属 大羽芒萁 Dicranopteris splendida

里白属 广东里白 Diplopterygium cantonense

里白属 里白 Diplopterygium glaucum

海金沙属 海金沙 Lygodium japonicum

海金沙属 小叶海金沙 Lygodium microphyllum

金毛狗属 金毛狗 Cibotium barometz Ⅱ

鳞盖蕨属 华南鳞盖蕨 Microlepia hancei

鳞始蕨属 异叶鳞始蕨 Lindsaea heterophylla

鳞始蕨属 团叶鳞始蕨 Lindsaea orbiculata

乌蕨属 乌蕨 Odontosoria chinensis

蕨属 蕨 Pteridium aquilinum var.latiusculum

栗蕨属 栗蕨 Histiopteris incisa

凤尾蕨属 傅氏凤尾蕨 Pteris fauriei

凤尾蕨属 井栏边草 Pteris multifida

凤尾蕨属 半边旗 Pteris semipinnata

碎米蕨属 毛轴碎米蕨 Cheilanthes chusana

双盖蕨属 食用双盖蕨 Diplazium esculentum

毛蕨属 渐尖毛蕨 Cyclosorus acuminatus

毛蕨属 毛蕨 Cyclosorus interruptus

毛蕨属 华南毛蕨 Cyclosorus parasiticus

圣蕨属 圣蕨 Dictyocline griffithii

新月蕨属 微红新月蕨 Pronephrium megacuspe

新月蕨属 单叶新月蕨 Pronephrium simplex

新月蕨属 三羽新月蕨 Pronephrium triphyllum

铁角蕨属 倒挂铁角蕨 Asplenium normale

乌毛蕨属 乌毛蕨 Blechnum orientale

狗脊属 狗脊 Woodwardia japonica

复叶耳蕨属 刺头复叶耳蕨 Arachniodes aristata

贯众属 贯众 Cyrtomium fortunei

鳞毛蕨属 阔鳞鳞毛蕨 Dryopteris championii

鳞毛蕨属 黑足鳞毛蕨 Dryopteris fuscipes

三叉蕨属 沙皮蕨 Tectaria harlandii

三叉蕨属 燕尾叉蕨 Tectaria simonsii

肾蕨属 肾蕨 Nephrolepis cordifolia

连珠蕨属 崖姜 Aglaomorpha coronans

伏石蕨属 抱石莲 Lemmaphyllum drymoglossoides

伏石蕨属 伏石蕨 Lemmaphyllum microphyllum

瓦韦属 瓦韦 Lepisorus thunbergianus

星蕨属 星蕨 Microsorum punctatum

石韦属 贴生石韦 Pyrrosia adnascens

石韦属 石韦 Pyrrosia lingua

石韦属 抱树石韦 Pyrrosia piloselloides

松属 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水杉属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
刺柏属 圆柏 Juniperus chinensis *
竹柏属 竹柏 Nageia nagi

买麻藤属 罗浮买麻藤 Gnetum lufuense

买麻藤属 小叶买麻藤 Gnetum parvifolium

南五味子属 黑老虎 Kadsura coccinea

假鹰爪属 假鹰爪 Desmos chinensis

紫玉盘属 山椒子 Uvaria grandiflora

黄肉楠属 毛黄肉楠 Actinodaphne pilosa

无根藤属 无根藤 Cassytha filiformis

樟属 阴香 Cinnamomum burmannii

樟属 樟 Cinnamomum camphora Ⅱ
樟属 黄樟 Cinnamomum parthenoxylon

厚壳桂属 厚壳桂 Cryptocarya chinensis

山胡椒属 鼎湖钓樟 Lindera chunii

山胡椒属 山胡椒 Lindera glauca

山胡椒属 绒毛山胡椒 Lindera nacusua

木姜子属 山鸡椒 Litsea cubeba

木姜子属 圆叶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木姜子属 豺皮樟 Litsea rotundifolia var.oblongifolia

润楠属 华润楠 Machilus chinensis

润楠属 黄绒润楠 Machilus grijsii

润楠属 红楠 Machilus thunbergii

润楠属 绒毛润楠 Machilus velutina

铁线莲属 单叶铁线莲 Clematis henryi

毛茛属 茴茴蒜 Ranunculus chinensis

木防己属 木防己 Cocculus orbiculatus

千金藤属 金钱调乌龟 Stephania cephalantha

蕺菜属 蕺菜 Houttuynia cordata

草珊瑚属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山柑属 牛眼睛 Capparis zeylanica

堇菜属 紫花地丁 Viola philippica

繁缕属 繁缕 Stellaria media

马齿苋属 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 *
土人参属 土人参 Talinum paniculatum *
蓼属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蓼属 杠板归 Polygonum perfoliatum *
苋属 苋 Amaranthus tricolor *
阳桃属 阳桃 Averrhoa carambola

酢浆草属 酢浆草 Oxalis corniculata

酢浆草属 红花酢浆草 Oxalis corymbosa *
萼距花属 香膏萼距花 Cuphea balsamona *
紫薇属 大花紫薇 Lagerstroemia speciosa

荛花属 了哥王 Wikstroemia indica

阿丁枫属 蕈树 Altingia chinensis

第伦桃属 大花五桠果 Dillenia turbinata

海桐花属 光叶海桐 Pittosporum glabratum

马交儿属 马㼎儿 Zehneria japonica

秋海棠属 粗喙秋海棠 Begonia longifolia

秋海棠属 裂叶秋海棠 Begonia palmata

番木瓜属 番木瓜 Carica papaya *

杨桐属 粗毛杨桐 Adinandra hirta

柃木属 米碎花 Eurya chinensis

柃木属 光枝米碎花 Eurya chinensis var.glabra

柃木属 华南毛柃 Eurya ciliata

大罗山森林公园植物名录



属名(哈钦松) 中文名 拉丁名 栽培种 国家保护植物
柃木属 岗柃 Eurya groffii

柃木属 细枝柃 Eurya loquaiana

柃木属 黑柃 Eurya macartneyi

木荷属 银荷木 Schima argentea

木荷属 木荷 Schima superba

水东哥属 水东哥 Saurauia tristyla

桉属 桉 Eucalyptus robusta *
桉属 细叶桉 Eucalyptus tereticornis

桃金娘属 桃金娘 Rhodomyrtus tomentosa

蒲桃属 赤楠 Syzygium buxifolium

野牡丹属 地菍 Melastoma dodecandrum

野牡丹属 野牡丹 Melastoma malabathricum

野牡丹属 毛菍 Melastoma sanguineum

黄牛木属 黄牛木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e

杜英属 中华杜英 Elaeocarpus chinensis

杜英属 披针叶杜英 Elaeocarpus lanceifolius

杜英属 山杜英 Elaeocarpus sylvestris

刺果藤属 刺果藤 Byttneria grandifolia *
木棉属 木棉 Bombax ceiba

梵天花属 地桃花 Urena lobata

山麻杆属 红背山麻杆 Alchornea trewioides

银柴属 银柴 Aporosa dioica

黑面神属 黑面神 Breynia fruticosa

土蜜树属 土蜜树 Bridelia tomentosa

巴豆属 毛果巴豆 Croton lachnocarpus

交让木属 牛耳枫 Daphniphyllum calycinum

交让木属 交让木 Daphniphyllum macropodum *
大戟属 飞扬草 Euphorbia hirta

大戟属 地锦草 Euphorbia humifusa

算盘子属 毛果算盘子 Glochidion eriocarpum

算盘子属 艾胶算盘子 Glochidion lanceolarium

算盘子属 算盘子 Glochidion puberum

野桐属 白背叶 Mallotus apelta

野桐属 毛桐 Mallotus barbatus

野桐属 小果野桐 Mallotus microcarpus

野桐属 白楸 Mallotus paniculatus

野桐属 石岩枫 Mallotus repandus

叶下珠属 余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

叶下珠属 小果叶下珠 Phyllanthus reticulatus

乌桕属 山乌桕 Triadica cochinchinensis

乌桕属 乌桕 Triadica sebifera *
油桐属 木油桐 Vernicia montana

鼠刺属 鼠刺 Itea chinensis *
杏属 梅 Armeniaca mume

蛇莓属 蛇莓 Duchesnea indica *
枇杷属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石楠属 桃叶石楠 Photinia prunifolia

石楠属 石楠 Photinia serratifolia

梨属 豆梨 Pyrus calleryana

石斑木属 石斑木 Rhaphiolepis indica

蔷薇属 金樱子 Rosa laevigata

悬钩子属 粗叶悬钩子 Rubus alceifolius

悬钩子属 白花悬钩子 Rubus leucanthus

悬钩子属 茅莓 Rubus parvifolius

悬钩子属 锈毛莓 Rubus reflexus

悬钩子属 浅裂锈毛莓 Rubus reflexus var.hui

悬钩子属 深裂锈毛莓 Rubus reflexus var.lanceolobus

悬钩子属 空心泡 Rubus rosifolius *
金合欢属 大叶相思 Acacia auriculiformis *
金合欢属 台湾相思 Acacia confusa *
金合欢属 马占相思 Acacia mangium

合欢属 天香藤 Albizia corniculata *

猴耳环属 猴耳环 Archidendron clypearia

猴耳环属 亮叶猴耳环 Archidendron lucidum

含羞草属 光荚含羞草 Mimosa bimucronata

羊蹄甲属 阔裂叶羊蹄甲 Bauhinia apertilobata

羊蹄甲属 龙须藤 Bauhinia championii

羊蹄甲属 粉叶羊蹄甲 Bauhinia glauca

鸡血藤属 网络鸡血藤 Callerya reticulata

鸡血藤属 美丽鸡血藤 Callerya speciosa

黄檀属 藤黄檀 Dalbergia hancei

山蚂蝗属 假地豆 Desmodium heterocarpon

山蚂蝗属 长波叶山蚂蝗 Desmodium sequax *
刺桐属 鸡冠刺桐 Erythrina crista-galli

鸡眼草属 鸡眼草 Kummerowia striata

小槐花属 小槐花 Ohwia caudata

排钱树属 排钱树 Phyllodium pulchellum

檵木属 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杨梅属 杨梅 Myrica rubra *
栗属 板栗 Castanea mollissima

栗属 茅栗 Castanea seguinii

锥属 罗浮栲 Castanopsis fabri

锥属 栲 Castanopsis fargesii

锥属 黧蒴锥 Castanopsis fissa

锥属 红锥 Castanopsis hystrix

柯属 柯 Lithocarpus glaber

柯属 紫玉盘柯 Lithocarpus uvariifolius

山黄麻属 光叶山黄麻 Trema cannabina

山黄麻属 山黄麻 Trema tomentosa

构属 藤构 Broussonetia kaempferi var.australis

榕属 石榕树 Ficus abelii

榕属 高山榕 Ficus altissima

榕属 黄毛榕 Ficus esquiroliana

榕属 藤榕 Ficus hederacea

榕属 粗叶榕 Ficus hirta

榕属 对叶榕 Ficus hispida

榕属 榕树 Ficus microcarpa

榕属 变叶榕 Ficus variolosa

舌柱麻属 舌柱麻 Archiboehmeria atrata

苎麻属 苎麻 Boehmeria nivea

楼梯草属 狭叶楼梯草 Elatostema lineolatum

紫麻属 紫麻 Oreocnide frutescens *
冷水花属 小叶冷水花 Pilea microphylla

雾水葛属 雾水葛 Pouzolzia zeylanica

冬青属 秤星树 Ilex asprella

冬青属 毛冬青 Ilex pubescens

青皮木属 华南青皮木 Schoepfia chinensis

山柑藤属 山柑藤 Cansjera rheedei

鞘花属 鞘花 Macrosolen cochinchinensis



属名(哈钦松) 中文名 拉丁名 栽培种 国家保护植物

钝果寄生属 广寄生 Taxillus chinensis

寄生藤属 寄生藤 Dendrotrophe varians

蛇葡萄属 显齿蛇葡萄 Ampelopsis grossedentata

地锦属 三叶地锦 Parthenocissus semicordata *
柑桔属 柚 Citrus maxima *
黄皮属 黄皮 Clausena lansium

蜜茱萸属 三桠苦 Melicope pteleifolia

飞龙掌血属 飞龙掌血 Toddalia asiatica

花椒属 椿叶花椒 Zanthoxylum ailanthoides

花椒属 簕欓花椒 Zanthoxylum avicennae

楝属 楝 Melia azedarach *
龙眼属 龙眼 Dimocarpus longan

清风藤属 灰背清风藤 Sabia discolor

野鸦椿属 野鸦椿 Euscaphis japonica *
芒果属 扁桃 Mangifera persiciforma

漆树属 盐肤木 Rhus chinensis

漆树属 滨盐麸木 Rhus chinensis var.roxburghii

槟榔青属 岭南酸枣 Spondias lakonensis

漆属 野漆 Toxicodendron succedaneum

漆属 漆 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

红叶藤属 小叶红叶藤 Rourea microphylla

黄杞属 黄杞 Engelhardia roxburghiana

八角枫属 八角枫 Alangium chinense

楤木属 楤木 Aralia elata

鹅掌柴属 鹅掌柴 Schefflera heptaphylla

积雪草属 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天胡荽属 天胡荽 Hydrocotyle sibthorpioides *
杜鹃花属 锦绣杜鹃 Rhododendron pulchrum

柿树属 柿 Diospyros kaki

柿树属 罗浮柿 Diospyros morrisiana

紫金牛属 百两金 Ardisia crispa

紫金牛属 罗伞树 Ardisia quinquegona

酸藤子属 酸藤子 Embelia laeta

酸藤子属 白花酸藤果 Embelia ribes

酸藤子属 厚叶白花酸藤果 Embelia ribes subsp.pachyphylla

酸藤子属 密齿酸藤子 Embelia vestita

杜茎山属 杜茎山 Maesa japonica

杜茎山属 鲫鱼胆 Maesa perlarius

安息香属 白花龙 Styrax faberi

山矾属 腺柄山矾 Symplocos adenopus

山矾属 密花山矾 Symplocos congesta

山矾属 光叶山矾 Symplocos lancifolia

钩吻属 钩吻 Gelsemium elegans

女贞属 小蜡 Ligustrum sinense *
木犀属 木樨 Osmanthus fragrans

络石属 络石 rachelospermum jasminoides

羊角拗属 羊角拗 Strophanthus divaricatus

倒吊笔属 倒吊笔 Wrightia pubescens

茜树属 香楠 Aidia canthioides

狗骨柴属 狗骨柴 Diplospora dubia

栀子属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耳草属 剑叶耳草 Hedyotis caudatifolia

耳草属 白花蛇舌草 Hedyotis diffusa

耳草属 牛白藤 Hedyotis hedyotidea

巴戟天属 鸡眼藤 Morinda parvifolia

玉叶金花属 玉叶金花 Mussaenda pubescens

蛇根草属 日本蛇根草 Ophiorrhiza japonica

鸡矢藤属 鸡矢藤 Paederia foetida

九节属 九节 Psychotria asiatica

九节属 蔓九节 Psychotria serpens

钩藤属 钩藤 Uncaria rhynchophylla

水锦树属 水锦树 Wendlandia uvariifolia

忍冬属 华南忍冬 Lonicera confusa

荚蒾属 南方荚蒾 Viburnum fordiae

荚蒾属 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金钮扣属 金钮扣 Acmella paniculata *
藿香蓟属 藿香蓟 Ageratum conyzoides

兔儿风属 杏香兔儿风 Ainsliaea fragrans

蒿属 艾 Artemisia argyi

鬼针草属 白花鬼针草 Bidens pilosa var.radiata

艾纳香属 东风草 Blumea megacephala

天名精属 天名精 Carpesium abrotanoides

蓟属 蓟 Cirsium japonicum

鳢肠属 鳢肠 Eclipta prostrata

一点红属 小一点红 Emilia prenanthoidea *
一点红属 一点红 Emilia sonchifolia

菊芹属 败酱叶菊芹 Erechtites valerianifolius *
飞蓬属 飞蓬 Erigeron acris

苦荬菜属 苦荬菜 Ixeris polycephala *
假臭草属 假臭草 Praxelis clematidea

拟鼠麴草属 鼠麴草 Pseudognaphalium affine

黄鹌菜属 黄鹌菜 Youngia japonica

珍珠菜属 延叶珍珠菜 Lysimachia decurrens

车前属 车前 Plantago asiatica

茄属 龙葵 Solanum nigrum

茄属 刺天茄 Solanum violaceum

毛麝香属 毛麝香 Adenosma glutinosum *
野甘草属 野甘草 Scoparia dulcis *

紫珠属 白棠子树 Callicarpa dichotoma

紫珠属 杜虹花 Callicarpa formosana

紫珠属 大叶紫珠 Callicarpa macrophylla

紫珠属 裸花紫珠 Callicarpa nudiflora

紫珠属 红紫珠 Callicarpa rubella

大青属 大青 Clerodendrum cyrtophyllum

大青属 白花灯笼 Clerodendrum fortunatum *
马缨丹属 马缨丹 Lantana camara

马鞭草属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牡荆属 牡荆 Vitex negundo var.cannabifolia

牡荆属 山牡荆 Vitex quinata

风轮菜属 细风轮菜 Clinopodium gracile *
紫苏属 回回苏 Perilla frutescens var.crispa

鸭跖草属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聚花草属 聚花草 Floscopa scandens

芭蕉属 野蕉 Musa balbisiana

山姜属 小花山姜 Alpinia brevis

山姜属 海南山姜 Alpinia hainanensis

柊叶属 柊叶 Phrynium rheedei

天门冬属 天门冬 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



属名(哈钦松) 中文名 拉丁名 栽培种 国家保护植物
山菅兰属 山菅 Dianella ensifolia

菝葜属 筐条菝葜 Smilax corbularia

菝葜属 暗色菝葜 Smilax lanceifolia var.opaca

菖蒲属 金钱蒲 Acorus gramineus *
芋属 芋 Colocasia esculenta

半夏属 滴水珠 Pinellia cordata *
薯蓣属 日本薯蓣 Dioscorea japonica

薹草属 隐穗薹草 Carex cryptostachys

莎草属 茳芏 Cyperus malaccensis

莎草属 水莎草 Cyperus serotinus

飘拂草属 暗褐飘拂草 Fimbristylis fusca

黑莎草属 黑莎草 Gahnia tristis

水蜈蚣属 短叶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

水蜈蚣属 单穗水蜈蚣 Kyllinga nemoralis

湖瓜草属 华湖瓜草 Lipocarpha chinensis

扁莎属 球穗扁莎 Pycreus flavidus

珍珠茅属 二花珍珠茅 Scleria biflora

珍珠茅属 毛果珍珠茅 Scleria levis

珍珠茅属 高秆珍珠茅 Scleria terrestris *
箣竹属 簕竹 Bambusa blumeana

箣竹属 箪竹 Bambusa cerosissima

箣竹属 粉箪竹 Bambusa chungii

箣竹属 撑篙竹 Bambusa pervariabilis *

箣竹属 青皮竹 Bambusa textilis

箣竹属 青竿竹 Bambusa tuldoides

牡竹属 麻竹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

牡竹属 吊丝竹 Dendrocalamus minor

箬竹属 箬叶竹 Indocalamus longiauritus *
地毯草属 地毯草 Axonopus compressus

薏苡属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狗牙根属 狗牙根 Cynodon dactylon

弓果黍属 散穗弓果黍 Cyrtococcum patens var.latifolium

马唐属 马唐 Digitaria sanguinalis

稗属 光头稗 Echinochloa colona

稗属 稗 Echinochloa crusgalli

穇属 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

画眉草属 长画眉草 Eragrostis brownii

蜈蚣草属 蜈蚣草 Eremochloa ciliaris

球穗草属 球穗草 Hackelochloa granularis

白茅属 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鸭嘴草属 鸭嘴草 Ischaemum aristatum var.glaucum

莠竹属 刚莠竹 Microstegium ciliatum

莠竹属 蔓生莠竹 Microstegium fasciculatum

芒属 五节芒 Miscanthus floridulus

芒属 芒 Miscanthus sinensis

求米草属 竹叶草 Oplismenus compositus

早熟禾属 早熟禾 Poa annua

金发草属 金发草 Pogonatherum paniceum

囊颖草属 囊颖草 Sacciolepis indica

狗尾草属 棕叶狗尾草 Setaria palmifolia

鼠尾粟属 鼠尾粟 Sporobolus fertilis

菅属 苞子草 Themeda caudata

粽叶芦属 粽叶芦 Thysanolaena latifolia















  清远市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

总体规划（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复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已收悉。经我局

认真研究，我局对此无意见。 

  特此复函。 

 

 

清远市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清远市白然资源局清城分局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 (2⒆1-⒛sO年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复函

区林业局:

转来 《关于征求 《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2卜 zO30年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已收悉。经核,函 复如

下:

根据方案描述具有一定的经营性项目,由于项目涉及自然保护

地,自 然保护地同步会纳入生态保护红线中,根据中办、国办 《关

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规定,

对自然保护地进行调整优化,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护地应划入生态

保护红线;自 然保护地发生调整的,生态保护红线相应调整。生态

保护红线内,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

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

活动。建议涉及经营性项目的选址范围避让自然保护地范围,避免

无法完善用地手续而产生违法用地。

专此复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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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清城分局 
 
 

关于《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的复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转来《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收悉。经研究，根据

《清远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精神，该规划区

域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

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

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此复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清城分局      

                      2021 年 10 月 11 日          

 

（联系人：邓涛，电话：3933498） 
 



 

 

 

 

城财复函〔2021〕1900 号 

                               签发人：谢宇辉 

 

对《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
园总体规划（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函》的复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转来《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收悉。经研究，

我单位无意见。 

 

 

 

                                清远市清城区财政局 

                                 2021 年 10 月 12 日 

 

    (联系人：余洁蓉  联系电话：3939961) 

 

 

清远市清城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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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清城区交通运输

局  
 
 

关于对《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的复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转来《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

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已收悉，经

研究，我单位无意见。 

 

 

 

清远市清城区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10 月 12 日 



清远市清城区农业农村局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的复函 

 

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关 于 征 求 《 清 远 清 城 大 罗 山 区 级 森 林 公 园 总 体 规 划

（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已收悉，经认真研究，我局无

意见。 

 

 

 

 

 

清远市清城区农业农村局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联系人:冯文婷，联系电话：3939067） 





清 远 市 清 城 区 司 法 局

对《2021.10.8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
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1-2030 年）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函》的复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收到贵单位来文《2021.10.8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

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

函》，我局已收悉。经主要领导认真研究，我局无意见和建

议。

特此函复！

清远市清城区司法局

2021 年 10 月 9 日





清 城 区 飞 来 峡 镇 人 民 政 府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
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复

函 
 

                             

清远市林业局清城分局： 

    关于征求《清远清城大罗山区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我镇已收悉，经认真研

究，现函复如下： 

    对此我镇无意见。 

特此函复。 

                          

 

                      清城区飞来峡镇人民政府 

                                  2021 年 10 月 10 日 

 

      （联系人：梁浩文；联系电话：0763-3215019） 

 
 

 



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征求意见单位 提出意见以及依据 采纳与不采纳情况说明

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清城区司法局、清城区财

政局、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清城区交通运

输局、清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清城区农业

农村局、清城区飞来峡镇人民政府

无意见 采纳

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清城分局、清城区水利局、清

远市自然资源局清城分局、

1.根据方案描述具有一定的经营性项目,由于项目

涉及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同步会纳入生态保

护红线中,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规定对

自然保护地进行调整优化,评估调整后的自然保

护地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发生调整

的,生态保护红线相应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内,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

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

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建议

采纳



涉及经营性项目的选址范围避让自然保护地范

围,避免无法完善用地手续而产生违法用地。

2.若项目不接入集中供水管网，自行取水，需《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要求做好申请工作。另外，

项目应做好污水处理工作，不得任意排放。

3.《清远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精神，

该规划区域位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生态保护红线内，自

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区域严格

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

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

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专家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序号 评审意见 采纳情况

1 规划依据补充年份 采纳

2 文中图补充标题 采纳

3 增加与上位规划衔接说明 采纳

4 第十五章增加”结论与建议“ 采纳

5
增加”森林资源分布图“、”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工程规划图

“、”近期建设项目规划图“
采纳

6 优势第 1条和第 2条合并，增加区位优势分析 采纳

7 《规划》附上各部门意见汇总和采纳说明情况 采纳

8 补充说明动植物数据来源依据
采纳，数据来自

于实际调查。

8 文中出现多处格式问题 采纳，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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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

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
“回头看”专题报告

根据市林业局《转发<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商请开展自然保护

地整合优化预案“回头看”工作的函>的通知》要求，为确保整

合优化预案“回头看”工作数据准确性和客观真实性，优化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我区积极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

工作，对整合优化预案成果进行完善。现将我区本次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预案“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核实，我区自然保护地原范围内存在森林公园成立前已承

包开发地块、110 千伏飞来湖输变电工程（省重大项目）、文洞

河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大罗山儒心谷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以上

地块符合国家、省、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回头看”相关

文件精神，需进行调出。

二、调整情况

（一）拟调入情况

本次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无拟调入区域。

（二）拟调出情况

本次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拟调出区域面积

合计 46.9358 公顷，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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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拟调出区域情况（公顷）

回头看调出编

码
前保护地名称

保护区

功能分

区

后保护地名称
保护地

管控分区
调出理由 面积

Z_FP44799HT02

14

清远清城牛鱼嘴

区级森林公园

自然公

园

清远清城牛鱼嘴地方

级森林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区

原范围，森林公园成立前已承包开发

地块

26.36

08

Z_WP44568HT03

28

清远清城飞来湖

区级湿地公园

自然公

园

清远清城飞来湖地方

级湿地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区

原范围，省重大立项，110 千伏飞来

湖输变电工程

2.567

6

Z_FP44799HT03

29

清远清城牛鱼嘴

区级森林公园

自然公

园

清远清城牛鱼嘴地方

级森林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区 原范围，文洞河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

2.712

4

Z_FP44798HT03

30

清远清城大罗山

区级森林公园

自然公

园

清远清城大罗山地方

级森林自然公园
一般控制区

原范围，大罗山儒心谷乡村振兴建设

项目

15.2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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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整后自然保护地情况

本次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工作后，清城区自

然保护地情况如下：

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后保护地情况表（公顷）

保护地名称 一般控制区 总计

清远清城大罗山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177.19 177.19

清远清城飞来湖地方级湿地自然公园 165.22 165.22

清远清城牛鱼嘴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131.43 131.43

清远清城文洞地方级森林自然公园 170.04 170.04

总计 643.88 643.88

存在问题：

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指导意见》，清远飞霞省级风景名胜区已纳入自然保护地

体系范畴，但是至今未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清远飞霞

省级风景名胜区内部存在城镇建成区、村庄、永久基本农田、人

工集体商品林及重大建设项目等矛盾冲突，不符合日后自然保护

地的相关管控要求，不利于风景名胜区的管护与发展。

四、特别说明

我区此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回头看”调整区域不涉

及中央环保督察、绿盾、违建别墅等未整改完成问题点位以及其

它违法违规问题，不存在以调代改、虚假整改等情况。

附件：1.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台帐数据填

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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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清城区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回头看”调出情况表

3.相关佐证材料

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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