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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 森林观光奇境
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我国森林公

园中首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张家界国家
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 97.7%，木本植物
种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出一倍以上， 是“活
化石”珙桐和银杏及娃娃鱼的家园。

在这里，你的眼睛忙不过来。 中国首批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首批 “世界地质公
园”， 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石英砂岩峰林峡谷
地貌，又称“张家界地貌”。 “山三千 、水八
百”，山奇、水奇、植物奇、动物奇、峡谷奇、溶
洞奇，毫无疑问，是森林观光的奇境。

天门山 森林探险仙境
几乎全世界热爱探险的人，见到天门山

都欲罢不能。 俄罗斯空军勇士穿越天门洞、
法国蜘蛛侠罗伯特徒手攀过天门洞，中瑞高
手挑战索道钢丝、冰冻活人挑战极寒、翼装
飞侠无动力穿越天门洞……他们来了一次
又一次， 因为天门山是森林探险的绝佳场
所。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湖南省两型示范
景区的天门山孤峰高耸，临空独尊，悬于千
寻绝壁之上的天门洞和山顶自然天成的石
林花园形成了一处处自然奇观。而人创景观
奇迹， 世界最长高山客运索道———“天门山
索道”，天下第一公路奇观———“通天大道”，
史上最难修的悬崖栈道———“鬼谷栈道”、悬
于高空的玻璃栈道，同样带给普通游客尖叫
的惊险和刺激！

森林植物园 都市里的植物王国
要抬脚就远离水泥丛林和车水马龙，地

处长株潭城市群中心的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是不错的选择。

全园森林覆盖率达 90%，空气负氧离子
含量达 2000 个/立方厘米，是长沙市南部空
气质量最好的地方。这里四季花开。有樱花、
杜鹃、桂花、茶花、牡丹、世界名花园等 12 个
植物专类园 ，2360 多种植物 4000 多个品

种。 是一个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植物王
国”、 “天然氧吧”，是学生科普旅游的乐土、
家庭亲子旅游的乐园。

大围山 森林避暑胜地
浏阳的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

率高达 99％，被称为“湘东绿色明珠”。 有我
国中南部稀有罕见的典型第四纪冰川遗迹，
森林中繁殖的彩蝶 1200 多种。 这里四季精
彩。初春，万亩杜鹃，十里桃花；盛夏，林间溯
溪、峡谷漂流；金秋，红枫尽染，青松相映；冬
日，玉树琼枝，银妆素裹，是赏冰、滑雪的绝
佳之处。

神农谷 康体养生佳地
毗邻炎帝陵的神农谷， 拥有我国华东、

华南、华中交汇区系唯一的一片原始森林和

大量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这里群峰
漫舞，谷岭交错，森林峡谷、田园风光、流泉
飞瀑、林木鸟兽融为一体。

神农谷是我国南方理想的康体、 养生、
度假、疗养胜地。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高，其中
珠帘瀑布的负氧离子含量最高超过 13 万
个/立方厘米，位居亚洲第一。 2019 种植物
释放着丰富的植物精气，对人体保健、养生、
康复十分有利。

桃花源 森林度假福地
桃花源南倚巍巍武陵， 北临滔滔沅水，

陶渊明笔下“避秦绝境原型、世外桃源真迹”
就在此。

现有爱情之都桃仙岭、 道教圣地桃源
山、福地洞天桃花山、世外桃源秦人村四个
景区共一百多个景点。 这里物种丰富，环境
清幽，“洞天气候”，寒温不齐，桃林花雾，处
处迷津，是度假、隐居、忘忧、避暑的绝佳福
地。

莽山 富丽的森林博物馆
她以 5 万公顷的身姿横卧在湘粤边界，

高达 99.6%的森林覆盖率，是我国南方面积
最大、生物物种保存最完好的国家森林公园
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水青冈直刺蓝天，红
豆杉顽强生长，华南五针松高贵挺拔。 这里
夏无酷暑，冬有雪飘。雪豹、梅花鹿、金猫、穿
山甲、蟒蛇等珍稀动物出没林间。 更有堪称
一代“国宝”的巨型毒蛇———莽山烙铁头，让
世界刮目相看。是集森林游览、登高探险、野
营猎奇、科研考察、教学实习、休闲度假于一
体的大型综合性生态旅游景区。

九嶷山 生态文明圣地
万山朝九嶷。它因舜帝葬于此处而成为

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源头。 这里山高林密、
古木参天，江河、流水、深潭点缀其间，高山
和平湖融于一体。

“中国一绝”九嶷斑竹世上罕见，珍稀树
木水杉、摇钱树、银杏、福建柏、钟萼木、红豆
杉藏身于此，金钱豹、猕猴、娃娃鱼、鹰嘴龟
在此栖息。 这里奇岩怪洞甚多，其中紫霞岩
被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列为 “楚南十二名
洞”之首。

南华山 凤凰文化体验园
位于凤凰古城南侧的南华山，形呈神凤

展翅环抱凤凰古城。 景区大门毗邻虹桥，依
山傍水，山上可俯瞰整个凤凰古城。引凤桥、

九九神阶、神凤殿、神凤巨雕、十八神性图腾
柱、凤凰博物馆、放生台、乘风栈道等二十余
处景点，结合山景、水景、城景，像一个故事，
立体展现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神凤文化。是中
国首个凤凰文化全体验景区，是天人合一的
森林旅游胜景。

从前，有一处天堂叫森林，人类的摇篮，万物的乐园。
当城市离她愈来愈远，灯光暗淡了月亮星辰、空调模糊了春夏秋冬，疾病朝人类袭

来，我们暮然回首，她怀抱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丰富的植物精气、安静的空间、奔跑的动
物是治疗我们亚健康和抑郁的良药。

从此，有一种休闲叫森林旅游，依托森林独特的生态环境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满足
游客康体、保健、疗养、休闲、避暑、度假、求知、探险等需求。

当党的“十八大”奏响“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序曲，省林业厅、省旅游局携手发
展森林旅游。 第一份厚礼就是向游客献上九家精品森林旅游景区———

加快推进旅游业发展， 是我省发挥生
态优势、建设绿色湖南的重要举措，坚持科
学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的客观要求。 省林业
厅、 省旅游局签署推进森林旅游发展合作
协议，是发挥湖南森林资源优势，加快湖南
旅游产业发展的好举措， 必将为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希望省旅游局、省
林业厅进一步整合资源，突出特色，打造品
牌， 把湖南的森林旅游资源保护好、 开发
好，让山更青、林更美、草更绿，让更多的人
走进森林，品味旅游，享受快乐！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何报翔

徐守盛省长在多次会议上强调：“我们
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青山绿水掩盖下
的贫穷，决不能让老百姓守着绿水青山过穷
日子”。建设森林公园、发展森林旅游就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举措。 首先，发展森林旅
游有利于调整林业产业结构， 繁荣第三产
业，增加农民收入，以达到保护森林和绿色
发展的目的；其次，利用森林公园的平台发
展森林旅游，是当今国际绿色消费的重要途
径，也是低碳消费的主要形式；再者，通过森
林公园生态文化平台的建设，以导游解说系
统和多种宣传形式，向社会和游客提供绿色
文化产品，可以达到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绿
色消费，弘扬绿色文化的目的。

———省林业厅党组书记、 厅长 邓三龙

森林旅游是旅游的新业态， 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在省
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省旅游局、省林业
厅开展广泛合作， 促进了森林旅游快速发
展。 2011 年我省森林旅游接待人数达 2461
万人次，森林旅游综合收入达 361 亿元。 11
月 16 日，省旅游局与省林业厅签署了《关
于推进森林旅游发展的合作协议》。 这标志
着两部门合作发展森林旅游、 共同推动生
态文明迈出了重要步伐， 对于促进旅游强
省、 绿色湖南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

———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光荣

在推进生态文明和绿色湖南建设的进
程中， 发展森林旅游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独
特的作用。 到 2015 年，全省将新建森林公
园 25 个，森林公园总数达到 130 个 ；重点
开发建设 20 个特色突出、区位优势明显的
森林公园，形成森林旅游的区域重点；完善
4 个森林旅游分区建设； 打造国内国际 10
条精品旅游线路； 森林公园实现年接待游
客 3500 万人次 ，旅游收入 200 亿元 ，创社
会旅游产值 600 亿元。
———省林业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王鹰柏

市场、需求、共同的理念和责任促使林
业和旅游两个部门走到一起， 并将长期合
作，共谋发展。 我们要力求通过几个“一”来
推动森林旅游。 一是我们要做好一个规划，
颁布一个文件，出台一批政策，打造一个营
销平台；二是设计一个森林旅游的 logo，培
养一批森林旅游的人才队伍， 组织一次有
针对性的国际考察； 三是召开一次高规格
会议，制定一个森林旅游发展的标准体系，
探索一个湖南森林旅游发展的模式。
———省旅游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高扬先

11 月 16 日，省林业厅、省旅游局
签署了 《关于推进森林旅游发展的合
作协议》：

◆共同推进森林旅游的发展
支持各级林业、 旅游主管部门加

强合作， 建立联合推动森林旅游发展
的有效机制， 共同把推进森林旅游发
展作为“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更长时
期的工作重点。

◆建立领导机构和定期磋商机制
双方共同设立 “湖南省森林旅游

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全省
森林旅游发展规划， 进行森林旅游业
务工作指导， 研究制定森林旅游的营
销及人才培训方案。 制定其它相关政
策和意见。

◆统筹规划森林旅游的发展
双方共同把发展森林旅游纳入全

省林业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共
同制定和组织实施 《全省森林旅游发
展规划》。

◆推动森林旅游的示范基地 、标
准化及服务体系建设

双方联合启动全省森林旅游示范
建设的创建工作； 加快森林旅游标准
化体系建设， 提升森林旅游规范化管
理、建设和服务水平 ；共同开展 “森林
人家”等级评定工作，创建一批高品质
的“森林人家”。

◆加强森林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和
市场监管工作

联合开展森林旅游景区中高级管
理人员和讲解员的培训工作； 建立联
合督查机制，定期督察。

◆加大森林旅游的宣传推介力度
联合主办森林旅游节及森林旅游

博览会等系列节庆活动。 共同组织征
集森林旅游标识设计； 共同设立有关
森林旅游专项研究课题； 共同组织国
际考察与促销。

◆促进森林旅游的投资增长
加大森林旅游发展的政府投入 ；

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森林旅
游项目； 建立科学有效的森林旅游投
资项目管理机制。

◆探索森林旅游的发展模式
共同组织调研总结森林旅游的发

展经验，推广森林旅游发展理念，积极
探索并推行符合国情省情的森林旅游
的发展模式。

声音

省林业厅、省旅游局
协议合作发展森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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