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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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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都区“康养 600”资源概况

莲都区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瓯江中游，丽水市唯一的市辖区。全区总面积 1502Km2，区境

介于北纬 28°06′—28°44′和东经 119°32′—120°08′之间。东与青田县毗邻，南与云和县、景宁畲

族自治县接壤，西与松阳县相连，西北与武义县交界，东北与缙云县连接。丽水市人民政府驻

地。辖 6个街道、5乡、4镇。共 243个行政村、28个城市社区。2018年，实现 GDP 359.11亿

元，户籍人口 41.38万人，常住人口 48.10万人，城镇化率为 76.1%。

1.地形地貌

莲都区处在括苍山、洞宫山、仙霞岭 3山脉之间。地型属浙南中山区，以丘陵山地为主，

间有小块河谷平原。地势具有盆地格局，四周高山环抱，峰峦连绵高峻，海拔 1000m以上山峰

有 30余座。境内最高处为南部八面湖山峰，海拔 1389m，最低处是下风化村河漫滩，海拔 40m。

地形大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地型可分为河谷平原、丘陵、山地 3种。其中：河谷平原面

积 192.2Km2，占总面积的 12.8%，主要有碧湖平原和城郊平原。低丘和高丘占全区总面积的 57%。

低山、中山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 30.2%。

2.气候特征

莲都区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总的特点是：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因

地形复杂，海拔高低悬殊，气候随海拔高度呈垂直分布，光、温、水地域差异明显，具有明显

的山地立体气候特征。截至 2016年底，常年气温 18.4℃，常年雨量 1406.1mm。春季终霜日在 2

月 17日；秋、冬季初霜日在 12月 18日；年平均无霜期 306天。

3.森林资源

2002年开始，莲都区实施生态公益林、绿色长廊、退耕还林建设。2005年全区林业用地面

积 12.034万 hm2，林木总蓄积量 227.79万 m3。森林资源特点以马尾松、杉木等针叶树最多。2012

年，完成迹地更新 876.53hm2；“四边”山体绿化 77.3hm2；阔叶林发展工程 286.67hm2；建设景

观林 42hm2；抚育中幼林 4739.07hm2。森林覆盖率约 79%。

4.动植物资源

境内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木本植物有 93科 278属 655种，主要分布在山间、山脚坡地、

溪坎路旁多被野草覆盖。境内自然散生的古、珍、稀树种有南方红豆杉、樟、枫槠、漆、榕、

罗汉松、槐等 56个树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 11科 12种，属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有伯乐

树（钟萼木）、香果树、银杏、鹅掌楸、华东黄杉、长叶榧等 6种。动物种类较多，其中脊椎动

物有 5纲，37目，76科，400多种。哺乳纲动物属国家一类保护的有黑麂；属国家二类保护的

有穿山甲、大灵猫、水獭、猕猴、九江狸、野山羊等。爬行纲动物属国家一类保护动物为鼋。

两栖纲动物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有大鲵。属国家二类保护的鸟类有鸳鸯、勺鸡、白鹇。

5.水系径流

莲都境内河流皆属瓯江水系。瓯江发源于庆元、龙泉两县市交界的锅帽尖北麓，上游段称

龙泉溪，流经云和县进入莲都区大港头镇，与松阴溪会合后称大溪，再经碧湖、水阁、联城、

富岭、万象、紫金等乡镇（街道）后入青田县境，与小溪会合后称瓯江，大溪干流在莲都境内

长 46Km，河道落差 43m，流域面积 1373.65Km2。境内主要支流有好溪、小安溪、宣平溪、松

阴溪 4条。南部峰源一带溪流汇入瓯江支流——小溪。江溪径流量多年平均年径流深 850mm，

最大年径流深 1585.5mm，最小年径流深 411.5mm。

6.旅游资源

截至 2016年底，区内有国家 AAAA级风景名胜区东西岩，距市区仅 28Km，景区属典型的

丹霞地貌，东西两岩对峙，险峰绝壁、穹隆崛起。AAAA级旅游景区古堰画乡，有建于南朝梁

天监（公元 505年）年间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保定青瓷古窑址；有省内外著名的摄

影、巴比松画派和专业美术写生创作基地，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省级风景名胜区南明山多象形

怪石、石梁、飞瀑，寺阁古迹掩隐于远眺如螃蟹形的山崖之中，景区有摩崖石刻 58处。

全区省级森林公园有白云山、大山峰 2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南明山摩崖石刻、灵鹫寺

石塔、谭宅古民居 3处；省级湿地公园有丽水九龙湿地公园 1个；省级农家乐特色村有碧湖镇

堰头村 1个。生态自然景观保持完好。重要革命遗址、纪念地 40多处。农家乐民宿经营户（点）

441家，房间 3038个，床位 4981张，餐位数 29260个。

7.现代农业

推进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建设，至 2016 年底，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已投入建设资金 5.72

亿元，建成面积 2526.67hm2，成功创建绿色蔬菜主导产业区、食用菌主导产业区、稻菜轮作区、

特色水果精品园、水生蔬菜精品园、中药材精品园、生猪生态养殖园等三区四园。其中，绿色

蔬菜主导产业区 356.67hm2、食用菌主导产业区 70hm2、稻菜轮作区 1477.33hm2、特色水果精品

园 73.33hm2、中药材精品园 35.67hm2、水生蔬菜精品园 70hm2、生猪生态养殖园 2.4hm2。

累计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82家，省级以上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 23家。累计通过有机、绿

色、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农产品 132个。培育农产品旅游地商品 58个。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放心示范县。创建生态精品示范乡镇 2个（太平乡、岩泉街道）、示范企业 5家、示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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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 3家、示范家庭农场 36家、生态精品农产品 36个。

8.交通

区中心距丽水高铁站 15min车程，距省级道路运输枢纽站客运东站 15min车程。截至 2019

年 5月 20日，丽水高铁站已有 100条线路；汽车客运覆盖十三个省份和省内等各地级市和市内

各县班车及市郊农村等地。

截至 2016年底，全区境内公路里程达 1351.60Km，其中：高速公路 68.76Km，国道 28.02Km，

省道 80.48Km，县道 352.20Km，乡道 69.69Km，专用道 30.25Km，通村公路 722.21Km。近年

涉及康养相关产业的交通建设项目包括：农村公路提升改造工程及联网公路项目、农村公路大

中修工程、美丽公路创建、危桥改造工程及边坡处理项目。对公路沿线边坡进行安全防护治理

和村道安保、绿化。

9.网络通信

截至 2016年底，4G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100%，AAA级以上景区覆盖率达到 94.20%，AAA

级以上景区道路覆盖率达到 97.46%，省道覆盖率达到 98.26%，龙浦、丽龙等高速实现 100%覆

盖。2016年，行政村移动宽带覆盖率达到 98%。莲都网络部 LTE 4G信号覆盖率 98.36%。

10.医疗卫生

2016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 159家，其中县级综合医院 1家，乡镇卫生院 17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4家，村卫生室 109家，民营医院 2家，个体诊所 21家。全区

执业（助理）医师 440人；注册护士 328人；注册乡村医生 116人，实际在岗 116人。核定住

院床位 505张，其中区人民医院 200张、丽水南山法朝骨伤医院 99张、莲都南山法敏骨伤医院

99张、乡镇卫生院 107张。“20min医疗卫生服务圈”覆盖率 100%；建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标准化率 100%。

综上，莲都区康养资源丰富（见表 1），是规划“康养 600”小镇的基础。基于独特性、代

表性、差异性、互补性以及有序开发等原则，本次规划主要选择峰源乡和黄村乡等乡镇，利用

其现有建筑、基础设施、服务配套设施等，规划“康养 600”小镇；基于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等自然生态人文资源，规划康养产业，编制“峰源静谧养心、天堂山湖记忆”等主题的康养小

镇规划。

表 1 莲都区康养资源概况

类型 内容

自然气候

地势具有盆地格局，四周高山环抱；海拔 1000m以上山峰有 30余座。境内最高处为南

部八面湖山峰，海拔 1389m；常年气温 18.4℃，常年雨量 1406.1mm；森林覆盖率约 79%；

无霜期 306天。

旅游资源

2个 AAAA级景区；1个省级名胜风景区；2个省级森林公园；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个省级湿地公园；1个省级农家乐特色村；40多处重要革命遗址、纪念地；441家农家乐

民宿。

交通卫生

丽水市唯一的市辖区，交通网线发达，区中心距丽水高铁站和丽水客运东站均 15min车
程。医疗卫生机构 159家，其中县级综合医院 1家，乡镇卫生院 17家。全区执业（助理）

医师 440人。核定住院床位 505张。“20min 医疗卫生服务圈”覆盖率 100%；建制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率 100%。

现代农业

绿色蔬菜主导产业区 356.67hm2、食用菌主导产业区 70hm2、稻菜轮作区 1477.33hm2、

特色水果精品园 73.33hm2、中药材精品园 35.67hm2、水生蔬菜精品园 70hm2、生猪生态养殖

园 2.4hm2。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农产品 13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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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小镇之一：莲都峰源静谧养心小镇

（一）康养主题：“静谧养心”，主要康养类型：气养、水养、食养

1.“闹中取静”的区位优势

峰源乡离丽水市区 58Km，距离丽水高铁站 61Km，西连云和县，北邻大港头镇，东与青田

县章村乡交界，南与景宁县相连。核心功能区正岙村位于城郊海拔 700m以上的高山之中，天然

静谧，具有闹中取静的区位优势。

2.养心养生福地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不良情绪是对人体健康最不利的影响因素。养心养生，保持身心愉悦

是最有效的康养手段。峰源乡林地广阔、空气清新、无酷暑、动植物多样、山水秀丽、民风淳

朴，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可以遥望星空，看得见青山炊烟，听得见鸟语，闻得

到果香，闲庭信步、寻诗载月，是不可多得的养心养生福地。

3.“静谧养心”主题的确定

峰源乡生态康养资源相当丰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乡。据调查显示，峰源乡现有客人游玩

目的是亲近自然、休闲度假和放松身心，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小镇康养前景明朗广阔。基于

峰源乡“闹中取静”和养心养生的优势，本规划将康养主题定为“静谧养心”。

（二）规划基础

1.规划范围及概况

本主题小镇规划范围是莲都区峰源乡，核心区域是大山峰林场、正岙村、夏庄村和郑地村，

概况如下：

峰源乡地处莲都区西南部山区，风光绮丽、气候宜人，民风淳朴，以乡主要河流峰源溪（亦

名封源渠）而得名。距市区 58Km，西连云和县，北邻大港头镇，东面与青田县章村乡交界，南

部与景宁畲族自治县相连。2018年，总面积为 189Km2，辖 8个行政村，52个自然村，人口 8479

人，五普常住人口为 6664人，六普常住人口为 2972人，外出人口多。全乡平均海拔 735m。年

平均降雨量 1700mm，年平均日照时间 1694.5h，年平均相对湿度 87%。土壤类型为红壤和黄壤，

红壤分布于 600～700m 以下的低地丘陵，黄壤分布于 600～700m 以上的中低山。年平均气温

13.5℃，最热 7月平均气温 27.6℃，现有水果种植面积 3247亩，高山蔬菜种植面积 7500余亩，

植被覆盖率 93%。山高涧深，落差大。雨量充沛，小水电资源蕴藏丰富；山林面积有 19万亩，

林木蓄积量 63万 m3，毛竹面积 5万亩。

峰源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明显，各具特色。春天山花烂漫、万物生长；夏天草木葱葱、凉

风习习；秋天稻穗金黄、蔬果飘香；冬天银装素裹、雾凇奇景。

图 1 峰源乡四季景色

其中，夏庄村海拔约 600m，距乡政府所在地 2Km。2013 年由原夏庄村、横坑村、木寮村

通过村规模调整组成，全村有耕地面积 814亩、园地 525亩、林地 2197亩，养殖水面及其他农

用地 3206亩，村民以务农为主。夏庄村历史悠久，还保存有古廊桥、古祠堂、寺庙等建筑，夏

庄跑马灯传承基地被评为第二批丽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郑地村始建于明朝正统六年（公元 1441年），由先祖叶全德从青叶原岭根迁往郑地兴家立

业，郑地叶氏为唐护国天师叶法善的后世一族。郑地村由原郑地、高源、上江等 3个村撒并而

成，距城区 63Km，总人口 687人，现常住人口约 20户、70人。全村平均海拔 860m，气候条

件独特，阳光充足。温暖湿润，是一个天然氧吧。村内建有文化礼堂，现整理有 30多个经典美

丽的传说故事，诉说并记载着峰源土地的神秘和悠久。郑地人长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置身于

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心态淡泊、生活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远离都市的喧器，追求心灵

的宁静，成就了郑地静心养生的良好环境。村内现有蔬菜、中草药、猕猴桃基地等 3个，产出

的西红柿荣获 2018浙江精品果蔬展销会优质奖、2019浙江精品果蔬展销会金奖。

正岙村距市区 70Km，共有 365户、851人，林地面积 2186亩。建村约有三四百年，有百

年历史古建筑 3处，明清古井 2个，摩崖石刻 1处，石碑 1处，有百年历史的四峰岭古道和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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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古道，有挂牌保护的古树柳杉 20多株。近年来以村庄规划为龙头，从治理“脏、乱、差、

散”入手，加大村庄环境整治的力度，完善村基础设施建设，村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变，基本实

现了“村美、户富、环境好”的目标。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群众成立合作社，种植高山蔬菜，年

产量达 220t，产值约 100万元，并加入了“丽水山耕”品牌，出产的四季豆获 2018年省农博会

金奖。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

（1）建筑基础

峰源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传统农耕文化孕育了典型的江南乡村风貌。小青瓦、黄泥墙、迁

回曲折的乡间小路，鸡犬相闻，展出暮归、簞食瓢饮的生活方式，符合都市人所寻找追求的“桃

花源”式的净地。以正岙村为例，该村位于大山峰林场山脚，地处要塞，历史悠久，茂林成荫，

见图 2。

图 2 正岙村航拍图

在调研中，峰源乡及县发改局和课题组形成统一意见，康养客人住宅主要在现有农家乐民

宿、农户闲置住宅和闲置林场用房基础上进行建设。

目前，峰源乡农家乐民宿分布不均，夏庄村下辖的自然村小上垟民宿村初步建成，现有农

家乐民宿 17家，床位 200多张，努力打造成集摄影休闲、旅游避暑、度假养生等为一体的特色

村。郑地村、正岙村以及库坑村、庞山村零星分布着几家，形式较为单一，尚未形成规模。见

图 3。

图 3 峰源乡部分农家乐民宿现状图

峰源乡内有大量农户闲置住宅，资源浪费严重。以夏庄村为例，部分闲置住宅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可改建成康养客人住宅。见图 4。

图 4 夏庄村农户闲置住宅外貌图

正岙村保留着两处末代进士的府邸，虽然年久失修，仍威严方正，雕梁画栋。外墙正门石

匾刻有“青峰逺映”，门口两边石礅分别刻有“宣统叁年亥月”和“贡元葉之玉建”。屋内结构

保持完整，梁柱拱、门窗、木雕等古色古香，略有受损受潮。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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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正岙村末代进士府邸现状图

除现有农家乐民宿和农户闲置住宅外，峰源乡还有大山峰林场闲置用房，可用于规划建设

康养客人住宅和其他公共建筑。该区域海拔 1240m，占地约 4000m2，其中建筑面积约 2000m2，

共有 4栋房屋。周围古树环绕，还有凉亭、小湖、古道，具有很高的规划发展潜力，见图 6。

图 6 大山峰林场闲置用房航拍图

公共建筑方面，峰源乡现已规划有夏庄村康养客人综合体一栋，占地 400m2，建筑面积

1889m2，尚未建设完成。郑地乡闲置小学，建筑保持完整，周围青山绿水环绕，场地宽阔，毗

邻郑地村卫生室，占地面积约 8000m2。见图 7。

图 7 夏庄村康养客人综合体（左）、郑地村闲置小学（右）现状图

（2）交通及基础设施

峰源乡距离丽水高铁站 61Km，“十三五”规划省道 S216贯穿峰源乡南北，对外交通状况较

好。乡内道路交通见图 8。

图 8 峰源乡乡内道路交通航拍图

如图 8所示，峰源乡内道路较窄，防护设施不齐全，需要改扩建。另外，峰源乡现有多处

小型停车场，面积较小，见图 9。

图 9 峰源乡部分停车场现状图

大山峰林场设有民用直升机停机坪，占地约 120m2，停机坪视野开阔，可俯视莲都区，古堰

画乡景区尽收眼底。此外，夏庄村预留有约 500m2平地可用于新建停车场。“魅力夏庄·长寿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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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建设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毛山至郑地公路路面大中修项目、新砀山区小流域生

态工程、正岙水田垦造项目；郑地村、夏庄村小上垟自然村美丽村庄节点改造项目也已基本完

成。

（3）服务配套设施

近年来，峰源乡各项社会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自来水、有线电视、广播、移动信号塔，邮

政等服务设施能基本满足民众需求。

峰源乡卫生院位于乡镇府所在地庞山村，科室较为齐全，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小镇核心区

有郑地卫生室，见图 10。

图 10 峰源乡卫生院和郑地卫生室外貌图

峰源林场建有浙江省公益林生态定位研究站，所在地海拔 1154m，包括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和检测生物多样性样地（占地 1hm2）1个，主要观测森林小气候、森林生产力和多样性以及湿

地水文、森林演替等。

3.康养产业基础

（1）丰富的生态资源

峰源境内动植物、生态资源丰富，是国家级生态示范乡镇。辖区内林地多，是莲都区森林

植被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国家级、省级保护物种众多。珍稀濒危植物及国家保护植物共有 18

种，隶属于 12科 15属，其中裸子植物 2科 3属 4种，被子植物 10 科 12属种。珍稀濒危植物

有短萼黄连、八角莲、黄山木兰、银钟花和短穗竹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南方红豆杉、

榧树、野荞麦、樟树、花榈木等；既是珍稀濒危植物又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有华东黄杉、

长叶榧、鹅掌楸、厚朴、凹叶厚朴、钟萼木、野大豆和香果树等。

峰源野生动物品种独特性显著。有白鹇、山鸡、竹鸡和豪猪，林业部在这里拍提到了黑麂、

白颈长尾雉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分布有中华斑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2016年，峰源发现蛙

类新种（丽水树蛙、丽水异角蟾），升格省级自然保护区，另外，科考团队还在保护区内发现了

寒露林蛙的浙江新记录。属于野生生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位于丽水市莲都区峰源乡东端，洞宫

山脉东段南麓，总面积 5053.87hm2，是我国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浙江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虽然在物种组成上，保护区与武夷山脉的浙闽赣地

区的其他保护区有相似性，但独特性相当显著，形成并保存了众多两栖类无尾目珍稀物种及种

群。

已形成生态旅游带。猕猴峡风景区全长 15Km，由八面湖山脉的山溪切割而成，境内风景质

朴天成、清幽俊秀，森林中有上百只猕猴常年居住。经过峰源乡的努力建设和宣传，峰源逐步

形成以猕猴峡为中心，辐射周边风景点葑垟湖、库坑岩的生态旅游带，前来旅游的客人络绎不

绝。

峰源乡以“畅游峰源，天蓝水清”为主题，通过民宿改造打造精品农家乐，发展高山避暑

休闲产业。

（2）静谧的生活空间

峰源乡的静谧生活空间具有深厚的亲子教育、养心康养涵义。生活空间亦称心理场，是德

国拓扑心理学家勒温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比格研究说明，个人的心理行

为由其生活空间决定，而不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外部环境的东西如不被个人注意并相互作用，

就无法影响个人的心理和行为；一旦被个人注意并与个人发生相互作用，就会构成个人的生活

空间，影响心理和行为。

图 11 峰源乡景观、廊桥、森林古道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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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源乡静谧生活空间主要由山水、古廊桥、古道、村庄等构成，见图 11。峰源乡山水秀丽，

青山不墨千秋画，流水无弦万古琴。现已有丽水学生前来写生，夏庄村跑马灯被列入第一批丽

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具有艺术产业发展基础。钟山桥（木拱廊桥），位于夏庄村，东西走

向，清咸丰八年（1858年）建，民国三十七年重建。基本组合单元是六根杆件，纵向四根、横

向两根，平面呈“井”字形，榫卯结构，凝聚古人智慧，适宜开发模型拼图。四峰岭森林古道

位于大山峰麓，每年 4月定期打扫，没有现代化修缮痕迹。村庄依山傍水，小桥流水人家意境

浓厚，适宜开发互动类体验产业。

游客嵌入峰源静谧的生活空间有利于洗净铅华，回归自然，培养内敛、敦厚的性格，适宜

开展艺术、亲子、瑜伽、练操等康养活动，达到养心养生、天人合一的康养目的。

（3）高品质的农产品和乡村美食

品质优良的原生态食材。峰源高山气候条件优越，加之近年来峰源乡认真贯彻市（区）农

业特色产业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培育高山蔬菜特色产业，先后培育了番茄、萝卜、茭白、四季

豆、茄子、黄瓜等特色高山蔬菜品种，同时香菇、黑木耳、猕猴桃、中药材、畜禽等也同步发

展。青辣椒、茭白、四季豆、茄子等品种品质好产量高，且不易受田鼠、野猪等动物的危害。

此外，山里出产的笋干、香菇以及其他一些干货（如菜干、萝卜干等农家小菜）在品质上也优

于一般食材。现有猕猴桃种植基地 200亩，生态农业园 500亩，各类中药材 700亩，果香茶园

1500亩，其中高山茶叶天然无污染，产自海拔 1000米左右的大山峰林区。

独具特色的乡村传统美食。峰源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孕育了独特的美食，如灰汤粽、

庞山蛋腐、九月腌溪蟹、菜头霉、八宝菜、芥菜卤咸笋、紫苏辣椒腌茄干等，五花八门，独具

农家特色。

农贸市场基础较好。以郑地村为例，该村是原郑地乡政府所在地，主要以种植高山蔬菜为

主，近年来，附近村庄在该村的带动下，高山蔬菜的面积日益扩大，达到了 6000多亩。村两委

高度重视，多方筹资，于 2008年初建立了郑地高山蔬菜交易市场，新建了三间办公用房、浇筑

了水泥地并搭建了雨棚。良好的硬件设施，吸引了广大客商进场交易。茭白、四季豆、青皮豆、

甜玉米、猕猴桃等果蔬深受消费者青睐。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为支撑丽水“康养 600”小镇体系品牌的创立及发展，基于峰源乡富集的生态资源和鲜明的

“静谧养心”主题特色，依托峰源乡现有农家乐民宿、闲置农户住宅、游客接待中心以及相关

建筑，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康养资源，综合打造景观优美、生态良好、环境优良、功能健全的

“静谧养心”主题康养小镇。进一步实现与莲都区内其他小镇乃至丽水市内其他县市之间的康

养功能互补，共同将丽水市“康养 600”小镇体系打造成长三角地区综合康养第一品牌。

2.具体目标

建设打造静谧养心小镇。一方面以体现静谧特色为目标，改扩建现有建筑和配套设施；另

一方面以提升康养服务体验为抓手，新建或改建提供医疗、零售、邮政快递等服务的综合服务

中心等，增设体验项目，提高康养接待水平和服务质量。至 2025年，完成闲置住房改建，完成

停车场改建，新建医疗服务中心 1处，新增综合体 1处；完成亲子、山水艺术活动打造，生态

旅游项目投入运营。至 2030年，完成 2处民宿集群建设，新增集散广场 1处，新增高端综合体

1处，完善静谧生活空间类活动。将峰源静谧养心小镇打造成由静谧生活空间和相关养心体验活

动带动身心愉悦的高品质康养小镇，贯通与莲都区乃至丽水市其他小镇的全域康养路线。成为

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康养胜地。

表 1 主要指标规划目标

指标 2025年 2030年

康养市场预期

服务量

年接待量

（万人次）
12.8 15.4

康养产业预期

产出量

小镇内年消

费额（亿元）
2.5 4.6

总产值

（亿元）
12.6 23.0

（四）规划内容

1.“静谧养心”主题的深化发展

静谧生活空间的升华。静谧生活空间是连接“静谧”和“养心”的物理载体，也是开展康

养项目的场所。深挖山水、古廊桥、古道蕴含的养心价值，结合峰源乡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

探索慢节奏、低分贝等更多静谧生活空间潜能，实现静谧意境再提升，不断升华生活空间。

养心养生的精准定位。据调查，峰源乡现有康养客人通常是与家人、朋友、恋人、跟团等

结伴游玩，几乎没有单独出行。需精准对接康养客人行为方式，组织互动式、团队式等参与度

高的养心养生活动。承接康养团队，精确定位峰源养心项目。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规划

提高小镇住宿承载力和舒适度。随着康养客人数和停留时间的增加，需要提高小镇住宿承

载力。峰源乡农家乐民宿已有一定市场，但特色不够突出，服务质量一般。需对现有农家乐民

宿改扩建，围绕静谧养心主题提档升级，突出服务亮点和小镇主题，改善住宿体验。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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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用农户闲置住宅改建为特色康养客人住宅，保留建筑特色。或者改建高端康养客人综合体，

形成平价、中高端住宅有致分布，差别化经营。

建设配套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留住康养客人除了需要依靠民宿等住宿建筑，还需要进一

步扩建综合服务、文体娱乐和中医馆等公共建筑，以及集散广场等配套设施，为中长期居住的

康养客人提供中医康复、购买生活用品、休闲娱乐、养生旅游、寄发明信片和快递、泊车等综

合生活服务。提升乡域整体生态环境，形塑峰源静谧养心小镇康养口碑。

3.康养产业规划

生态资源开发。峰源乡动植物资源丰富，可建设相应的知识讲解厅，展现部分标本，开展

研学项目。生态环境优越，宛如身处古代画家的水墨画之中，悠然自得，结合夏庄村现有部分

客源为丽水写生学生，可进一步规划山水艺术项目，丰富养心养生活动。同时，峰源位于千峡

湖与古堰画乡两个景区的中间，有着绝佳的地理区位优势，四季都有美丽的景色和适宜的活动，

如图 1所示，适宜规划四季生态旅游。

互动式养心活动。依托溪水、廊桥、水边空地等生活空间，根据不同人群规划舞蹈体操、

艺术品制作体验等互动式养心活动，增设山水背景、气味芬芳的花果以及田园农具等摆件，提

高养心活动的参与度和知名度。

农产品深化加工。峰源乡现已发展高山冷水茭白、经济林、高山花卉和笋竹两用林基地。

已经培育黄精、厚朴等药食两用中药材。可进一步加工处理，提升附加值，建设伴手礼品牌。

搭建生态食材产销一体化服务平台，辅以康养产品追溯体系、商品包装等举措，推进产品转化

为康养小镇商品，同时将果实采摘、播种等部分升级转化为体验服务业，提升小镇康养产品品

牌整体影响力、品质公信力和产品溢价能力。同时，多数闲置田地可以流转认购，开发田园康

养产业。

（五）规划项目

1.基础设施

①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峰源乡交通条件一般，以正岙村为例，道路交通现状如图 8所示。随着小镇的建设发展，

对外开放交流的扩大，该道路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车辆、行人流量的需求。需进行改扩建。项

目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给排水、强弱电、燃气、绿化及环卫等配套设施，增设标志标线。

②停车场建设

峰源乡停车场尚未达到接团能力，如图 9所示。须在原有停车场基础上进行扩建，重新规

划建设用地新建小镇停车场及旅游集散广场，配置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标识，合理规划停车

布局，设计行车动线，绿化场地，提升小镇集散能力。

该项目需要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③大山峰—古堰画乡架空索道

大山峰林场可俯视莲都区，古堰画乡景区尽收眼底。从大山峰林场驾车至古堰画乡约需 1.5h，

通达性不强。规划建设架空索道，提高康养旅途体验。此项目拟建设两条架空索道路线，具体

选址点如图 12所示。其中第一段下站位于西坑村水库旁，风景旖旎，距离古堰画乡 20min车程。

第二段下站位于正岙村周坑自然村。项目线路长度约 3000m，采用单线循环固定式索道。

图 12 大山峰—古堰画乡架空索道示意图

注：车辆和钢绳架空运行的缆车设备，定义为架空索道。架空索道在工程分类中属于路桥

市政，放在基础设施中比较合适。

2.康养设施

①康养综合体建设

在大山峰林场闲置用房建设高端康养综合体，现状如图 6所示。内含客房、餐厅、娱乐区

以及综合服务中心等区块。综合服务中心内设养心资源展示、农副产品展销、植物标本及生物

展示厅、生活用品等功能区，为康养客人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改建夏庄村康养综合体，现状如图 7所示。提供咨询、购物、医疗、导游、售票、邮政等

服务，设置农产品展销、养心养生科普、膳食养生体验、阅览室、会议中心等功能区。

②农家乐民宿建设

当前民宿中较为普遍的空间功能有庭院、住宿、餐饮和公共休闲等，见图 3。峰源乡可在保

持外形风格的基础上推进农家乐提档升级和民宿改建。着重内部空间、乡土记忆和细节设计，

避免大规模的调整空间结构，进行适当的功能革新。此外，部分农家乐民宿还可有选择性地增

设“露天阳台”、“特色餐厅”、“小花园”、“活动室”等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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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峰源乡有较多的农户闲置房屋可以利用改建，以正岙村为例，见图 5。以农户闲置房屋自身

建筑结构为基础，对其外观风貌、室内空间等进行规划设计，增设古色摆件，保持其风格一致

性和协调性，融合传统特色与现代元素，满足康养客人的多样化居住需求。

④古民居修缮维护

峰源乡古民居古色古香，略有受损，现状如图 2、图 4所示。保护修复古民居、祠堂等特色

建筑，针对年久失修的古村落建筑进行修缮保护；重点保护村落空间格局与形态、街巷肌理、

建筑群体环境等各种古村落风貌组成要素，维护古村落风貌的整体性和延续性。

⑤保健体检中心

峰源乡卫生机构离小镇核心区较远，现状如图 10所示。需规划建设保健体检中心，集跟踪

体检、临床康复、医疗保健、健康教育等于一体。配备全科医生、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注册护

士等专业服务人员。开设体检科室，为康养客人提供跟踪健康体检服务，建立健康档案。设置

全科诊室、老年病科、中医诊室、儿童保健室等科室，配备诊断治疗、辅助检查、预防保健等

设施，为慢病管理、运动损伤、亚健康等康养人群提供专业康复医疗、健康保健等服务，满足

康养人群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本项目可利用大山峰林场闲置用房改建。

3.康养产业

①“静谧养心”果酒酿制推广

深度挖掘黄精等中药材“药食同源”的酿酒药理文化，结合水果特点，例如猕猴桃含有大

量挥发性香气，采用峰源乡天然野生原材料，开发具有镇定、帮助入眠等养心功能的果酒和复

合果酒产品，打造“静谧养心”果酒品牌。

②峰源山水艺术体验

依托峰源特色山水，围绕写生摄影、诗词歌舞、明信片、陶罐等艺术载体，吸引美术院校

师生、艺术爱好者等，引进大地艺术节等田园气息浓厚的艺术活动，共同打造静谧生活空间。

定期举行跑马灯等民间特色艺术表演和参与体验活动，提高康养客人参与度和体验质量，凸显

山水系列文化内涵，陶冶情操，养生养心。

③系列亲子活动

针对康养客人结伴的特性，依托溪水、田园开展系列亲子活动。打造不同氛围、不同主题、

能够满足不同功能和人群的空间场所和体验活动项目，让游客接触体验大自然。果园剪枝、采

摘、包装农果等果园主题体验项目；采茶、制茶、泡茶等茶主题体验项目；以及水上嬉戏、手

工艺制作等其他体验活动等。

④农耕体验和农产品加工推广

依托现代高山蔬菜种植基地、中药材、果香茶园，围绕包粽子、腌菜、梯田耕耘等农事体

验活动，呈现有形或无形的农耕文化。继而利用现代科技，通过声光电组合强化体验观光效果。

培育农耕产业，围绕野果、高山蔬菜、咸菜等当地特色农产品，促进农产品加工深化发展。

⑤四季生态旅游

结合“全域旅游”理念，以山水林桥为生态本底，以峰源乡富集的负氧离子、绿色环境、

稀缺中草药、野果、茶叶等为养生原料，打造春赏花，夏避暑，秋收获，冬观雪等四季生态旅

游项目，深挖峰源乡乃至莲都区，以及松阳、青田、景宁周边地区资源，例如猕猴峡和古堰画

乡等生态景点，开发四季生态旅游系列项目。

项目清单如下表：

表 2 规划项目表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

模（m2）

建设单价

（元/m2）

分项投资

（万元）
备注

基础

设施

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 34000 1000 3400

停车场建设 改建新建 14400 500 720

大山峰—古堰画乡架空索道 新建 792.69 意向投资

商估算

康养

设施

康养综合体建设 改建新建 2600 5000 1300
农家乐民宿 改建新建 19200 5000 9600

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改建 37840 5000 18920
古民居修缮维护 改建 7800 5000 3900
保健体检中心 新建 3000 4800 1440

康养

产业

“静谧养心”果酒酿制推广

15000
每类康养

产业投资

3000万元

峰源山水艺术体验

系列亲子活动

农耕体验和农产品加工推广

四季生态旅游

总投资（万元） 约 55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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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气候特点分析

峰源乡平均海拔 735m，康养核心功能区之一的正岙村海拔 930m。年平均降雨量 1700mm，

年平均日照时间 1694.5h，年平均相对湿度 87%。阳光充足，温暖湿润。土壤类型为红壤和黄壤，

红壤分布于 600～700m以下的低地丘陵，黄壤分布于 600～700m以上的中低山。年平均气温约

13.5℃，最热 7月平均气温 27.6℃，森林覆盖率约 93%，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约 3010个/cm3。

附表 1 气候条件相关指标情况

指标 指标值 指标 指标值

海拔（m） 约 930 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个/cm3） 约 3010

年平均气温（℃） 约 13.5 年平均无霜期（天） 263

森林覆盖率（%） 约 93 年平均降雨量（mm） 1700

注：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空气清新”标准，为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不低于 1500个/cm3。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清新空气（负氧离子）检测及网络体系建设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

73号），最高标准（6级）＞2100个/cm3，具有治疗和康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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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养小镇区位图、总平面示意图、功能分区示意图及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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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分析表

用地分析步骤为：

（1）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通过康养小镇用地现状分析，得出现有适宜作为康养小镇建

设用地的面积；

（2）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依据撤村建（并）居、“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政

策及村庄规划，预测分析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3）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测算。基于康养客人规模预测以及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分析康养

小镇规划建设用地的需求量；

（4）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测算。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减去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以及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就可得

到需要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测算公式如下：

具体测算依据、方法参见规划总报告。测算结果如下：

附表 2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测算表

基础设施用地（亩）

道路广场用地 S 70.48
公用工程设施用地 U 25.84
绿化用地 G 28.19

康养设施用地（亩）

居住建筑用地 R 93.97
公共建筑用地 C 39.94

康养产业等其他用地（亩） 46.98

总计（亩） 305.40

附表 3 康养小镇新增建设用地分析表

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150.75

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37.99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亩） 305.40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亩） 116.66

康养小镇之二：莲都天堂山湖记忆小镇

（一）康养主题：“山湖记忆”，主要康养类型：气养、水养、体养

1.紧邻丽水市区，具有交通区位优势

天堂山景区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东部的黄村乡，景区总面积约 5.0Km2，由天堂山、天堂湖、

秋塘溪、以及下叶村、陈坑村、油竹坑村三个自然村落（共同组成天堂行政村）、瓯栝古道、田

园（天堂田）等构成。景区紧邻丽水市区，距丽水高铁站 50min车程。

2.天堂山湖景色优美

天堂山景区内山体平均海拔 850m，森林覆盖率约 83%，景区内有莲都东部最高山天堂山，

有百年历史的观音古庙，有古老的瓯栝古道穿过天堂景区，有海拔 836m的天堂湖。天堂山、天

堂湖、瓯栝古道等景点的优美景色，适宜的气候特征，成为人们康养休闲、观赏自然景色、举

行会议的绝佳场所。

3.紧邻区域文旅资源较为富集

莲都区内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有国家 4A级古堰画乡景区、浙江省级风景名胜区东西岩风景

区、丽水城区“后花园”白云山国家森林公园，此外还有九龙湿地公园、南明山景区、大山峰

森林公园、巨溪三岩寺等成熟景点，石牛城市温泉、瓯江风情旅游度假区、处州白莲精品园、

仙渡桃基地等景点也在开发中。近年来，莲都区以一大批红色革命旧址为主线，以红色文化和

红色主题特色村落为依托，全面推广红色旅游精品路线。

4.“山湖记忆”康养主题的确定

空间记忆是用实物形式构建出来的物化记忆，是每个地区的一种集体记忆，讲述着一个地

方精神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用天堂山、天堂湖、天堂村、天堂田、秋塘溪、瓯栝古道

等六种元素打造“山湖记忆”空间，形塑叙事性媒介，传递人们对淳朴美好生活的情感，使得

看似简简单单的景观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充满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的叙事冲动，构成一道极具

亲和力的风景线，更富生态和人文精神。在此空间中，人们可以领略天堂山的千山一碧、体验

天堂湖旁的野营基地，参与天堂村的手工劳作，参加天堂田的农事活动，体验古道漫步和秋塘

溪亲水活动等，使康养客人对本小镇形成立体的空间记忆，因此将本小镇主题定为“山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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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基础

1.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

（1）建筑基础

天堂山湖记忆小镇的建筑基础主要包括村庄闲置住宅的民宿改建和天堂山酒店的新建。由

于景区尚未开发，保护较好，农家乐与民宿数量较少，民宿改建主要是利用天堂村下属的下叶、

陈坑、油竹坑三个自然村的闲置住宅，据调研情况来看，整个天堂村闲置住宅约一半以上，村

里闲置住宅可以充分利用进行民宿改建；同时利用天堂山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景观新

建天堂山酒店以满足康养客人更高层次的需要。

图 1 下叶村现状航拍图 图 2 农户闲置旧房现状图

图 3 天堂山农家乐现状图 图 4 农户闲置住房现状图

图 5 天堂酒店规划鸟瞰图

（2）道路交通及服务配套设施

道路交通。区内道路交通主要有三条车行道和一条步道。第一条车行道是从水东至下叶村，

第二条是从黄村乡至天堂村，第三条是从天堂村至下叶村的规划道路。三条均为康庄工程道路，

水泥路面，宽约 4.5m，另一条步道从小处至陈坑村，碎石路面，宽 2～3m。规划完善道路交通

系统，适当拓宽路面宽度至 5m，并根据需要增设多个会车带以保证行车需要，并完善道路标识

与旅游标识系统。

游客集散中心。根据莲都区天堂山旅游开发概念性规划，在康养客人服务和管理设施方面，

规划在景区外设立两处天堂山景区康养客人集散中心，一处在火车站，为主中心；另一处在黄

村乡，为次中心。同时开辟火车站至天堂山景区、黄村乡至天堂山景区的交通路线。

特色餐饮设施。主要以乡村体验的餐饮项目为其主要特色，根据景区发展的需要进行合理

布局。农家乐餐饮设施设置于下叶村和陈坑村，这两处的农家乐餐饮设施在现有住户的基础上

进行统一开发形成。

医疗救护设施。考虑游客及工作人员的医疗卫生和救护的需要，在区内设置医疗卫生点，

配备相应的救护设备、医疗物品及医疗人员，具有处理一般及紧急医疗救护能力，可为游客作

简易的医疗帮助，改善医疗救护设施条件。

公厕、垃圾箱。规划在各区块处均设有公厕，每个厕所同时可容纳男女各 10人。厕所设计

为水冲式，在服务点及游路两旁每隔 50～100m处设置垃圾箱，公厕 、垃圾箱的建筑外貌应与

周围环境相协调，外形要满足景观要求。

便民服务中心。在下叶村有天堂村便民服务中心、天堂村文化活动室、天堂村居家养老服

务照料中心，为本村的留守人群提供服务，便民服务中心可作为天堂山综合服务中心的基础进



23

行改造，为康养客人提供服务。

图 6 天堂村便民服务中心 图 7 天堂村文化活动室

图 8 天堂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2.康养产业基础

（1）旅游产业

古堰画乡。古堰画乡位于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和大港头镇境内，距丽水市区 20Km，龙丽、

丽龙高速公路在此有出口，53、50省道贯穿全境，交通便捷。作为莲都旅游的龙头项目，古堰

画乡把一个生态和人文的丽水完整地传达给世人，“古堰”表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里有建

于公元 505年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有古街古亭古埠头、青瓷古窑址、大大小小的

古村落和古樟树群，形象地表达了该区块真山真水，自然古朴江南古镇的美丽风貌。“画乡”

突出了文化特色和发展定位，有省内外著名的“丽水巴比松画派”，建有丽水巴比松陈列馆、

丽水油画院、古堰画乡展览馆、古堰画乡分校等，另有专业美术写生创作基地——“在水一方

写生创作基地”和丽水九龙巴比松写生创作基地。

图 9 黄昏中的古堰画乡

大山峰森林公园。大山峰森林公园距丽水市城区 52Km，面积 54Km2，森林覆盖率达 97.3%，

山体平均海拔高度 1000m左右，境内有瓯江支流——峰源溪。公园内森林茂密，林内幽兰飘香，

野生菌蕈、野果俯首可拾，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连片的人工林整齐壮观，万亩阔叶林形态万

千。大山峰草海、丰洋湖如两颗明珠镶嵌在莲都顶峰，湖光山色，相映生辉；库坑岩石梁五泄，

兼具天台石梁和诸暨五泄双重特色，别具一格；岭头洋、天狗思侣、鲸鱼搁浅、石蛙昂首、惟

妙惟肖；猕猴峡迷人的峡谷风光，犹如一幅幅山水画卷。

图 10 大山峰森林公园

白云山森林公园。位于丽水市北，距城 5Km。白云山古时为丽水八景之一，境内丛篁老数，

敝日摇风，盛夏登临，清凉沁脾，1990年列为省级森林公园。有灵山寺、灵鹫禅寺、钟鼓楼等

景观，并开发了白云竹径、水帘藏宝、绿海万象等景点景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6%B5%8E%E5%A0%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D%E6%B0%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6%AF%94%E6%9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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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白云山公园

（2）绿色生态农产品

黄村乡是莲都区生态农业示范乡，有无公害干果板栗、杨梅（黄村村）、桃子（黄泥坑）、

柑桔、有机笋（岭根村）、有机茶（黄草鸟）、杨梅（黄村村）、白茶（郑村村）等，为黄村乡村

旅游发展奠定基础。

黄村杨梅。杨梅，又名珠红，中国东南各省均产，尤以浙江最为著名，性味酸、甘、温和无

毒，杨梅果含糖、蜡质和维生素等成分，具有相当的营养价值和药物功能，止呕吐、断下痢，

消食解酒、止渴，同时其果核治心胃气痛，树皮能止血，外用治刀伤出血、跌打伤和筋骨痛等

等。黄村村不大，但杨梅种植有两千多亩，黄村村四面临山，数十年前，乡里为发展农村经济

动员村民开山种杨梅，村民们便纷纷在自家的山地上植起了杨梅树，而今满山遍野结满了红红

的杨梅果，香气四溢。

图 12 黄村杨梅

上郑白茶。郑村白茶基地平均海拔在 600m，种植面积约 300亩，因海拔高、阳光充足、昼

夜温差大，所产白茶清新爽口、香气浓郁、深受人们的喜爱。郑村于 2014年建立了无公害白茶

基地，依托其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产之白茶颗粒饱满，清新爽口。2017年 7月，“上郑”和“三

杉”获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商标局的商标注册证，两个新商标的诞生，使黄村高山云雾白茶有

了自己的商标。2018年 4月，黄村乡举行第四届郑村白茶节暨“上郑白茶”品牌揭牌仪式。目

前全乡白茶种植面积约 1800亩，茶产业已进入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图 13 上郑白茶图基地 图 14 采茶场景

黄村中华蜂蜜。黄村乡生态环境优异，绿水青山、植被覆盖率高、蜜源丰富。中华蜜蜂具

有采集力强、采蜜期长及适应性、抗螨抗病能力强，消耗饲料少等优点。蜜蜂养殖不会对饮用

水水源造成污染，符合黄村乡以保护水源为主的农业产业发展宗旨。蜂蜜可谓是“聚千山之灵

气，集万花之精华”，具有滋阴润燥、补虚润肺、解毒、调和等诸多功效，深受各年龄层人喜爱。

利用黄村优越的生态资源，养蜂业与休闲、观光相结合，把蜂蜜文化根植入康养产业。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基于独特的资源禀赋，考虑与市内其他县（市）以及区内其他小镇体现互补功能，而非低

水平同质化竞争，以天堂山、天堂湖、天堂村、秋塘溪、天堂田、瓯栝古道等自然景观为载体，

规划建设以“山湖记忆”为主题的康养系列项目，吸引康养客人深度体验，形塑本小镇独有的

“山/湖/村/溪/田/古道”记忆空间，让客人留下终生难忘的空间记忆。支撑丽水“康养 600”小

镇体系成为长三角地区康养第一品牌。

2.具体目标

至 2025年，完成闲置农户房屋改建，现有民宿、农家乐的改造升级；康养客人集散中心、

天堂山综合服务中心、停车场、环保设施、旅游公厕、保健体检中心等基础设施完成并且投入

使用；“山/湖/村/溪/田/古道”记忆空间塑造、天堂村文创手作体验、天堂田园绿色产品开发、

天堂空间运动等项目投入运营。至 2030年，实现下叶、陈坑、油竹坑精品民宿集群和农家乐综

合体建设，成功打造天堂山.Inn天堂酒店。



25

表 1 主要指标规划目标

指标 2025年 2030年

康养市场预期

服务量

年接待量

（万人次）
16.8 20.2

康养产业预期

产出量

小镇内年消

费额（亿元）
3.4 6.0

总产值

（亿元）
16.8 30.2

（四）规划内容

1.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规划

“山湖记忆”小镇的建筑基础包括村民闲置住宅的改建和天堂山酒店的新建，对天堂村原

有农家乐进行改造，增加、扩大其规模，提升其品质；小镇基础设施包括已有道路的维护和规

划道路的建设，区内给水管网、排水管道铺设满足村民和康养客人用水和废水处理的需要，供

电和通信可在原设施的基础上进行配套设施的安装；为方便康养客人到小镇，将在景区外设立

两处康养客人集散中心，下叶村和成坑村建设特色餐饮中心，在区内进行选址建设医疗救护站

和保健体检中心，下叶村便民服务中心可改建为综合服务中心。

2.康养产业规划

莲都山湖记忆小镇的主要特点和鲜明特征是要打造一个“山/湖/村/溪/田/古道”的记忆空间。

“山湖记忆”小镇依托于天堂山和天堂村打造国内铂金级精品民宿酒店和农家乐供康养客人居

住；在天堂湖周围进行轻奢野宿露营基地建设，可供亲子露营、家庭露营活动；瓯栝古道青草

路和秋塘溪水雾谷可发展古道慢行、亲水活动等游玩项目，搭配天堂空间运动项目，如自行车

越野赛、ATV全地形车试驾体验等等；天堂田共享农庄、陈村文创手作体验和大自然超市让康

养客人参与到农业和手作劳动之中，回归田园生活，同时可发展绿色产品产业。

（五）规划项目

1.基础设施项目

①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丽龙高速公路南山互通至丽新公路建设工程是莲都区首个 PPP交通工程，同时也是“莲都

大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十三五”末期建成。现规划建设黄村乡水岭根至天堂公路提

升改造工程起点为水岭根村，终点为天堂村，以四级公路为建设标准，全长 9.75Km。下叶村的

道路见下图，该路为混凝土道路，但进村道路有部分为土石路。随着小镇的规划建设，该道路

将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车辆、行人流量的需求。应根据小镇人流量和客车规模，确定车行道、

人行道宽度和路面材质。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全线增设波形梁钢护栏、标志牌、百米桩、里程

碑和道路标线以及给排水、强弱电、燃气、绿化及环卫等配套设施。

图 15 下叶村村貌及道路交通现状图

②停车场建设

停车场结合各区块服务设施的布置及村落位置进行规划，主要集中在游客中心、度假小屋、

瓯栝会馆、疗养中心等地，同时在下叶村、天堂村、陈坑村内利用庭院绿地设置停车场地，满

足康养客人停车需要。

需要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2.康养设施项目

①天堂村闲置民居改建

天堂村闲置空房占一半以上。下叶村多为新房，少部分危房，陈坑村基本新房，油竹坑村

都为土房。以下叶村为例，如图 2、4所示，对现有房屋进行改建，满足康养客人住宿的需要。

②天堂山.Inn天堂酒店建设

规划建设的天堂山酒店立足于打造国内铂金级精品民宿酒店，座落于位置极佳的海拔 760m

处的天堂山上，具有 270°的宽广视野。酒店总建筑面积约为 1.5万 m2，分二期建设，一期规模

8000m2，包含大堂区及 20栋度假独栋别墅，共 80间客房；二期规模 6000m2，16栋独栋度假别

墅，共 64间客房。酒店公共区配置有无边泳池，云顶咖啡厅以及可容纳 500人的宴会厅，满足

休闲、度假、婚庆等多方面的需要。

③天堂湖轻奢野宿露营基地建设

营地类型为湖畔型露营地，位于天堂湖畔和古道旁平缓地块，依托天堂湖、天堂山、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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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区、秋塘溪溪谷景观、山地景观，形成以野宿露营活动为主的康养基地，另外适当开发亲

子露营旅游，为家长创造亲子良性沟通环境，策划和开发亲子露营旅游产品。本项目主要在天

堂湖周围建设汽车帐篷营位、旅居车营位、木屋，同时建设野营草地、芦苇草地、滑草草地等

基础及娱乐设施。营地配置有全营区WIFI覆盖，设有餐厅、会议厅、户外用品租赁、烧烤场地、

户外拓展中心、山地自行车骑行道、ATV全地形车试驾体验、水上乐园等功能区。

④瓯栝古道及串联乡村青草路铺设

瓯栝古道代表丽水侨乡文化、丽水山民向海去的商业文明。要对瓯栝古道进行绿化修复、石

阶整修等提升改造，建设一条古道青草路同时完善登山道配套设施建设。沿着下叶、陈坑、油

竹坑三个村之间的核心道路和公共区铺设一条交互性的青草路，该青草路越过小桥、飞上阶梯，

如同一条绿色的小河流将蜿蜒的乡村连接起来。瓯栝古道青草路与串联乡村之间的青草地毯路

共同形成天堂山湖记忆小镇的新田园之路。

⑤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山湖记忆小镇综合服务中心包括“山/湖/村/溪/田/古道”记忆空间展示区，其功能主要是帮

助康养客人了解在此小镇生活的直观感受、小镇所有娱乐和休养项目，构建对空间结构的认知。

野营运动装备展销区主要是为参与天堂湖轻奢野宿露营的康养客人提供服务。另外还有“天堂

记忆”旅游商品体验馆为康养客人提供丰富多样的旅游商品等。

综合服务中心初步选址下叶村，需解决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⑥保健体检中心

规划建设保健体检中心，集跟踪体检、临床康复、医疗保健、健康教育等于一体。配备全

科医生、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等专业服务人员。开设体检科室，为康养客人提供跟踪

健康体检服务，建立健康档案。设置全科诊室、老年病科、中医诊室、儿童保健室等科室，配

备诊断治疗、辅助检查、预防保健等设施，为慢病管理、运动损伤、亚健康等康养人群提供专

业康复医疗、健康保健等服务，满足康养人群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该项目需要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3.康养产业项目

①天堂村文创手作体验

天堂古村落致力于打造让游客慢下来的乡村休闲艺术社区，包括手作体验和自然教育体验，

引入丽水非遗传承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作为产品制作的引领者。康养客人可以体验浙南特

产索面的制作，购买索面衍生产品和索面伴手礼以馈赠亲友，传播天堂索面品牌。充分利用当

地的毛竹资源，开发竹工艺产品，如竹椅、竹席、竹扇、竹几、雨伞、茶盘、毛笔、灯笼等，

康养客人可以参与到产品的制作当中，成品带走留作纪念。

②天堂田园绿色产品开发推广

天堂村致力于把天堂田打造成山地绿色农创示范田，包括猕猴桃园、山茶有机农场、毛竹

趣谷、梯田露天剧场、田园迪斯尼、菜地厨房餐厅、大自然超市等。发展定制农业，如“猕猴

桃酒”，游客可从猕猴桃宝宝开始预定该果酒。并全程参与这一自然之酒的酿制过程，还可策划

猕猴茶屋、花茶养生课堂、花茶伴手礼等猕猴桃衍生产品；开发从种植到收获的大自然超市，

倡导“顺应自然·食在当地·食在当季”理念，康养客人既可以体验农业种植的乐趣，也可以

利用乡村特有的手推车及多框自行车采购天堂山独特时令限供果蔬。

③天堂空间运动

依托古道、天堂湖、天堂山、天池、秋塘溪等，以下叶村古道入口为起点，以天堂天池为

目标形成环线，开辟山地运动与避暑休闲活动，打造活动路线长约 5Km的天堂山“运动避暑节”。

依托秋塘溪的溪谷、生态、溪流，形成体育休闲谷，主要项目有滑草场、拓训运动场、休闲中

心、攀岩等活动。充分利用山地地形特征与资源环境，在景区打造古道慢行活动、山地自行车

骑行道、ATV全地形车试驾中心、户外拓展中心等，供康养客人休闲运动。

④秋塘溪童趣亲水活动开发体验

秋塘溪位于景区西北部，水质清澈，生态良好，主要打造以亲水活动为主，搭配体育休闲

项目的体验活动。运用可以产生负氧离子的雾森技术打造“雾的森林”，营造一条水雾缭绕的童

趣亲水走廊，又有益于康养客人的身心健康。秋塘溪设置两条雾化带，形成以雾为主题的“雾

海漂流”和“烟雨洲”景点。另外可以举办泼水节和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如节目表演、亲水趣

味活动、农特产品展销等，既可供康养客人游玩也可以品尝特色农家土特产。

⑤“山湖记忆”小镇体验活动配套装备开发推广

天堂山湖记忆小镇依托“天堂六要素”打造天堂野营、空间运动、亲水活动等项目，着力完

善相关配套设施，主要是开发相关的野营装备，如帐篷、背包、睡袋、冲锋衣裤等，骑行装备，

相关户外运动装备以及安全防护设备等，开发推广山湖小镇体验活动配套装备，为康养客人提

供全方位、一体化服务。

⑥近邻区域文旅结合

康养客人可在天堂山湖记忆小镇体验记忆空间和运动休闲活动，而且可与邻近康养小镇和景

区联合打造康养路线，如古堰画乡的写生创作基地、毛笔制作体验、东西岩丹霞地貌、通济堰

古树群。此外莲都区拥有近十个红色文化基地，作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可打造红

色文化产业，学习浙西南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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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清单如下表：

表 2 规划项目表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

性质

建设规模

（m2）

建设单价

（元/m2）

分项投资

（万元）
备注

基础

设施

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 38000 1000 3800
停车场建设 新建 14400 500 720

康养

设施

天堂村闲置民居改建 改建 39600 5000 19800
天堂山.Inn天堂酒店建设 新建 14100

意向投资

商估算
天堂湖轻奢野宿露营基地建设 新建 5493.2

瓯栝古道及串联乡村青草路铺设 改建 1100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新建 3200 3500 1120
保健体检中心 新建 3000 4800 1440

康养

产业

天堂村文创手作体验

24000
每类康养

产业投资

4000万元

天堂田园绿色产品开发推广

天堂空间运动

秋塘溪童趣亲水活动开发体验

“山湖记忆”小镇体验活动配套装备开发

推广

近邻区域文旅结合

总投资（万元） 约 71575

附件：

1.气候特点分析

黄村乡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海拔约 830m，年平均气温约 17.2℃，

低于丽水市区 6～8℃，气候舒适，避暑胜地；年平均降雨量 1397.3mm，年相对湿度 81%，无

霜期 257天，黄村乡山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约 90.8%，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约 2500个/cm3。

是休闲养生的绝佳之处。

附表 1 气候条件相关指标情况

指标 指标值 指标 指标值

海拔（m） 约 830 森林覆盖率（%） 约 90.8
年平均气温（℃） 约 17.2 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个/cm3） 约 2500

年平均降雨量（mm） 约 1397.3 年相对湿度（%） 81

无霜期（天） 257

注：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空气清新”标准，为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不低于 1500个/cm3。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清新空气（负氧离子）检测及网络体系建设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

73号），最高标准（6级）＞2100个/cm3，具有治疗和康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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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养小镇区位图、总平面示意图、功能分区示意图及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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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分析表

用地分析步骤为：

（1）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通过康养小镇用地现状分析，得出现有适宜作为康养小镇建

设用地的面积；

（2）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依据撤村建（并）居、“大搬快聚富民安居”工程政策

及村庄规划，预测分析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

（3）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测算。基于康养客人规模预测以及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等，分析康养

小镇规划建设用地的需求量；

（4）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测算。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减去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以及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就可得到

需要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测算公式如下：

具体测算依据、方法参见规划总报告。测算结果如下：

附表 2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测算表

基础设施用地（亩）

道路广场用地 S 91.59
公用工程设施用地 U 33.58
绿化用地 G 36.64

康养设施用地（亩）

居住建筑用地 R 122.12
公共建筑用地 C 51.90

康养产业等其他用地（亩） 61.06

总计（亩） 396.90

附表 3 康养小镇新增建设用地分析表

现有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195.90

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49.38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亩） 396.90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亩） 1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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