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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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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县“康养 600”资源概况

云和县是丽水市下辖县，地处浙西南，位于东经 119°21′—119°44′，北纬 27°53′—28°9′之间，

东邻丽水市莲都区，西倚龙泉市，南连景宁畲族自治县，北接松阳县，是“浙江绿谷”的腹地，

县境南北长 47Km，东西长 38Km，县域面积 984Km2，辖 4街道 3镇 3乡、168个行政村，户籍

人口 11.37万、常住人口 11.39万。县政府所在地距丽水市约 60Km，距杭州市 315Km，距上海

市约 460Km。2017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3.85亿元，增长 6.5%；固定资产投资 49.81亿

元，增长 13.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99亿元，增长 1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18亿元，

增长 11.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9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900元，分别增

长 8.6%和 9.6%。

1.地形地貌

云和县属于浙南中低山丘陵区。境内地形复杂，山脉连绵、山峦重叠、山高谷深、坡度较

大，高低起伏明显。总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浙江第二大河瓯江自西而

东横穿而过，把全县截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为仙霞岭山脉余支，西起菖蒲尖，横向七尖顶，

牛头山直向东面延伸，以牛头山为最高，海拔 1297.7m；南部属洞宫山脉，西起白鹤仙顶，连至

梅九尖、吊庆尖、老炉岗背、鸡头尖斜向东北。千米以上山峰 184座，最高海拔白鹤尖 1593.1m，

最低海拔石塘镇规溪村仅为 78m，相对高差达 1515.1m。

2.气候特征

云和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冬夏长而春

秋短，因地形复杂，海拔高差悬殊，气候带存在着垂直带，气温随海拔的升高递减率为

0.506℃/100m。

总体气候特征表现为降水丰沛，雨热同步，四季分明，冬暖春早，夏无酷暑。多年平均气

温 17.6℃，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 28.4℃，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6.3℃，极端最高气温 40.9℃，

极端最低气温-8.3℃，年平均降雨量 1465～1969mm之间，无霜期 240天，日照 1774.4h。小气

候发达，有明显的山地立体性和多层次、多品种的立体农业。全年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有效天数

为 353天，优良天数为 350天，优良率为 99.2%。全年 PM2.5平均浓度为 23微克/立方米，达到

大气环境功能区二级标准。

3.自然生态资源

水资源 云和县全境河流属瓯江上游水系的两条干、支流，一为瓯江干流龙泉溪，二为瓯江

二级支流梧桐坑。龙泉溪自西南向东北蜿蜒出境，主要支流有麻详溪、浮云溪、石塘坑、泉溪

等 37条。全县有山塘水库 339座，其中蓄水量在 1000万 m3以上的中型水库 1座，100万 m3

以上 1000万 m3以下的小（一）型水库 3座，小（二）型水库 7座，小（三）型水库 49座，山

塘 279座。2018年全县水资源总量 68862万 m3，比上年减少 18.8%；年降水量 146367万 m3，

比上年下降 5.7%；年末全县 3座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74281万 m3，比上年增长 17.2%；全年平

均降水量 1496.1mm，比上年的 1587.4mm的降水量减少 5.7%。年降水日数 192天，比常年同期

偏多 14.7天。

森林及动植物资源 森林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落叶林带，有乔木材种百余种，其中属国家重

点保护植物 13种。全县林业用地面积 83355.7hm2。其中：有林地面积 75473hm2，占林业用地

面积的 90.5%；疏林地面积 51.1hm2，占 0.1%；灌木林地 5570.7hm2，占 6.7%；未成林造林地

1590.1，占 1.9%；苗圃地 4.2hm2；无立木林地 542.2hm2，占 0.7%；宜林地 118.5亩，占 0.2%；

辅助生产林地 5.8亩。森林覆盖率 80.8%。全县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现已知的植物有 189科、590

属，1061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有：鹅掌楸、钟萼木、香果树、长叶榧、凹叶厚朴、江南红

豆杉、白豆杉、缺萼黄莲、闽楠、浙江楠、香樟等。由于境内气候温和、湿度适宜，县境内野

生动物资源丰富，已知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腹角雉、白鹳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猕猴、小

灵猫、穿山甲、鬣羚等，及数百种省级保护动物如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等。

湿地资源 湿地、森林与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

资源。云和县湿地类型多样，资源丰富，拥有云和湖、瓯江、梅源梯田、朱宅岙等重要湿地。

根据 2011年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成果，全县 8hm2以上的重点湿地斑块 24个，湿地总面积

为 7638.7hm2。其中：河流湿地面积 497.7hm2，占 6.51%；沼泽湿地面积 7.4亩，占 0.10%；人

工湿地 7133.6hm2，占 93.39%，其中人工湖泊湿地 2663.6hm2、水田 4470hm2。

4.旅游资源

“云和县十三五旅游发展规划”以基本建成长三角家庭休闲旅游目的地为发展目标。以云端

世界，童话小城为形象，以梯田养生、童玩休闲、湖区度假为引领，复合生态休闲、养生养老、

摄影采风、避暑度假、山水运动，乡村休闲功能于一体。按照景城旅游、旅游景区、乡村旅游

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四大重点进行谋划，以“三个一目标”为支撑，全域景区化方式打造全域旅

游示范区，长三角家庭休闲旅游目的地。

①云和湖仙宫景区，位于丽水市云和县境内，距县城 10余 Km，紧邻丽龙高速，交通便利。

景区面积 16Km2，是一个以碧水、深湖、野生鱼为主题特色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旅游景区。景区

设有以水电科普为主题的工业游览线；以垂钓、水上运动为主题的仙宫渔乐游线；以“瓯江帆

影”、佛教文化和船帮文化为主题的“十里云河”游线。湖区四周还有“九潭十八湾”、“夏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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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洞”、“蝴蝶洞”、“牛头山”等胜景。

②云和梯田，集旅游休闲、摄影观光、民俗欣赏于一体的云和县首批 4A级旅游景区。景区

位于崇头镇，距县城 5Km，最早开发于唐初，兴于元、明，距今有 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 51Km2。

主要分布在云和县崇头镇周围高山上，海拔跨度约 200～1400m，垂直高度 1200m，跨越高山、

丘陵、谷地三个地质景观带，最多有 700多层，是华东最大的梯田群，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

是中国摄影之乡——丽水的主要采风基地，景区拥有梯田、云海、山村、竹海、溪流、瀑布、

雾凇等自然景观，“云雾奇观，浮云世界”是云和梯田的一大特色。景区主要分为九曲云环和白

银谷两部分：九曲云环有“日出云海”和“天籁云和”两个观景台；白银谷是一处古村落，有

民居古建筑、老眼井、溪流、瀑布、采矿遗迹、望鹤台等，最高处的七星墩有观景台和餐厅，

也是云顶放鹤之处，非常适宜远眺、摄影。

5.农副产品

云和县特色的农副产品有云和雪梨、云和黑木耳、仙宫雪毫茶、高山番茄、云和板栗等。

2017年，云和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6273hm2。其中粮食种植面积 3933hm2；油料种植面积 140hm2；

蔬菜种植面积 1603hm2；果园面积 1540hm2；茶园面积 2283hm2。

①云和雪梨。至今已有 560年的栽培历史，是云和县传统名果，自明景泰三年（1452年）

建县以来，历代县志物产卷和《浙江通志》、《中国实业志》、《浙江经济年鉴》都有记载。老品

种云和雪梨闻名遐迩，盛产在民国时期，常年产量 10000～12000担左右，最高年产量达 18400

担（民国 36年）。民国 4年，“云和雪梨酒”还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铜质奖，为云和雪梨扬名立

传，早先云和雪梨主要销售市场是温州，被视为“水果之王”。

②云和黑木耳。黑木耳是一种营养丰富、风味可口的菌类食品，有清肺益气、补血活血、

镇气止痛等功效，并能治疗痔疮出血、崩漏、产后虚弱等症。“山兰”牌黑木耳曾获国际金奖。

③仙宫雪毫茶。“仙宫雪毫茶”产于风景秀丽的浙南云和县仙宫湖畔。1995年“仙宫雪毫茶”

在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荣获金奖，2001年获得浙江省级名茶证书，同时经农业部茶叶质量

检测中心检测通过欧盟茶叶农残MRL标准，获丽水首届“丽水市生态名茶”荣誉称号。

④云和板栗。云和板栗远近闻名，堪称板栗中的上品。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造就了

云和山野板栗壳色泽光亮、个大味甜的独特风味。云和县现有板栗面积 2.5万亩，产量 75万公

斤，产值 300多万元。其中，云和山野板栗专业合作社拥有基地 6720亩，可年产板栗 180万公

斤，产值 320余万元。

6.民俗文化

瓯江帆船制作技艺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和瓯江帆船制作技艺历史悠久，瓯江沿岸

的造船业和水上运输业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创造了瓯江帆船，并孕育了淳朴深厚

的船帮文化。据《云和县志》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瓯江上游就有木帆船通行。浙江省档案馆

有记载：民国初期，“瓯江船只 8000艘，每日到达永嘉终点船只平均 250艘”。云和沿江的赤石、

龙门、紧水滩、石浦等众多村落都有着悠久的帆船制造历史。瓯江上游滩多水急的特殊地理环

境因素，造就了瓯江帆船特殊的结构和造型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瓯江帆船，其船体两头尖，

呈木梭形，在整个瓯江流域人们形象地称之为“麻雀船”、“舴艋船”，独特的风帆设计更是体现

了其技艺上的成就。瓯江帆船作为一种与瓯江沿岸人们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用具，是传统文化

和精湛的木作技艺的结晶。

木玩具制作技艺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和木玩具制作技艺源远流长，早在宋、元时

期，大批木匠就已掌握了娴熟的木作技艺。当时，木匠师傅在为户主制作家具、农具等生产生

活用品时，也要为孩子们添置几件木制玩具，象踏碓童车、鲁班锁、七巧板、木砣螺等。据《云

和县志》记载：清末民初，随着木偶戏的盛行，民间利用小杂木制作木偶的技艺也开始发展起

来。云和木制玩具制作技艺鼎盛于改革开放后，传统木制玩具制作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发展。

明清时期的儿童玩具款式和制作技艺，至今仍在生产和传承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和木制玩具

制作技艺复杂，集技术性、趣味性、艺术性、知识性、科学性于一身，综合运用设计、制材、

木工、雕工、绘画、上漆、组装等工艺流程。如鲁班锁等传统木制玩具兼具复杂合理的榫卯结

构、丰富多变的造型以及色彩修饰，融合传统文化的精华，起着启迪心智，教育娱乐的作用，

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7.交通

“十二五”期间，云和县“五横四纵七联”的公路网主体结构基本形成。全县公路总里程

892.49Km，其中高速公路 50.13Km，一级公路 8.26Km，二级公路 48.33Km，三级公路 40.41Km，

四级公路 394.89Km，准四级 350.47Km。云和县进一步优化客运布局，切实加强城乡交通建设，

提高农村班车通达率，累计通达农村客运班线的行政村有 147个，行政村通车率达 87.5%。对外

交通主要依靠云景高速、丽龙高速两条高速网络及丽浦线、云寿线两条省道。

“十三五”期间，云和县规划做好温武铁路及丽云景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对接工作，构建对

外交通网络，积极推进三条外连主干网 235国道、322国道、328省道建设，云和县对外出行便

捷性及舒适度将大幅提升。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1.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2.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2.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1.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0.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21.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2.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4.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18.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20.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21.html
https://www.meet99.com/jingdian-yunhetitian-108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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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邮政、网络通信

2018年年末，云和县邮政局（所）数 18 个。全年邮电业务收入 12232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其中邮政业务收入 2610万元，电信业务收入 9622万元。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固

定互联网宽带）49233户。2018年全县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2100万件，比上年增

长 34.4%；实现快递业务收入 10278万元，比上年增长 19.9%。

9.医疗卫生

2018年末全县有医疗卫生机构 20个（不含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其中，医院 5个，卫生院 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4个，妇幼保健所 1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

个，卫生监督所 1个，其他卫生机构 2个。年末全县医院实有床位 549张。全社会卫生技术人

员合计 1059人（不含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医务室的全社会卫生技术人员 878人），

其中，执业医师和助理医师 437人（执业医师 333人，助理医师 104人）；注册护士 402人；药

师（士）53人；技师（士）48人（含检验师 34人）；其他卫生技术人员 119人（含见习医师 58

人）。

综上所述，云和县气候宜人、景色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县内多个区域具有建设“康养 600”

小镇并发展相关产业的资源条件。但考虑到在丽水整个市域“康养 600”体系中的独特性、差异

性、代表性以及有序开发等理念，本报告仅以云和县崇头镇黄家畲村及叶垟村作为依托进行康

养小镇及康养产业规划。

表 1 云和县康养资源概况

类型 内容

自然生态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境内以高丘及低、中山为主，是“浙江绿谷”的腹地，

山脉有南部的洞宫山脉和北部的仙霞岭山脉余支。降水丰沛，雨热同步，四季分明，冬暖

春早，夏无酷暑。

旅游资源
以云端世界，童话小城为形象，以梯田养生、童玩休闲、湖区度假为引领，复合生态

休闲、养生养老、摄影采风、避暑度假、山水运动，乡村休闲功能于一体。

文化习俗 瓯江帆船制作技艺；木玩具制作技艺。

农副产品 云和雪梨；云和黑木耳；仙宫雪毫茶；高山番茄；云和板栗等

康养小镇之十三：云和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

（一）康养主题：“清凉无忌”，主要康养类型：水养、气养、文养

1.依水而建、因水而生的高山“清凉”村寨。黄家畲村庄地处白鹤尖和白鹤仙顶双峰夹持地

带，平均海拔 980m，植被茂密、生态良好，素有“云和西藏”的美称。村中清澈的黄源坑水穿

村而过，自北向南流入梧桐坑，蜿蜒的溪流上拱桥座座，沿溪搭建屋舍，形成南北长约 600m的

带状聚落分布。当地全年平均气温 13.9℃，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只有 23.3℃，较山下低 5～6℃，

是天然理想的避暑圣地。

2.银矿遗址“百无禁忌”文化底蕴深厚。黄家畲村是一个建于宋咸平年间的村落，国家重点

文保单位、浙江文保单位“云和县银矿遗址”就在村中。矿石磨、石臼等银矿文化遗存在村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桥头一块“百无禁忌”石碑，刻有“普安菩萨在此，百无禁忌”的字样，是

明代云和银矿开发及冶炼鼎盛、繁荣的历史见证者，是国家级保护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

价值。

3.“清凉无忌”主题的确定。黄家畲村得天独厚的高山气候条件为打造康养小镇提供了重要

条件，理想的天然避暑圣地是炎炎夏日中的一片清凉之地。历史文化是黄家畲古村的“根”，“百

无禁忌”石碑将昔日银矿开发及冶炼的繁华汇于一身。“百无禁忌”素有一切都不忌讳、随心所

欲的含义，故在展现历史的同时，“无忌”文化可以为康养人群带来心灵上的解脱与放松，真正

投身于杉林竹海、溪水潺湲之中，享受康养生活的美好。故将本小镇主题定为“清凉无忌”。

（二）项目规划基础

1.区域概况

崇头镇及黄家畲村概况如下：

崇头镇位于云和县县城西南，距县城 9.5Km，距离丽水市约 70Km。东邻白龙山街道、雾溪

畲族乡，南接景宁畲族自治县，西靠龙泉市，北至赤石乡、凤凰山街道。崇头镇区域面积 228.2Km2，

占全县的 23.2%，户籍人口 2.44万人，占全县的 1/5，其中常住人口 1.32万人，是云和县第一大

建制镇。全镇四面高山环绕，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处洞宫山北支，以中低山为主，

千米以上山峰多，群峰屹立，山地连绵，间有小盆地，白鹤尖海拔 1593m，是全县最高峰。地

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高海拔地区冬冷夏凉，冬夏长而春秋

短。多年平均气温约为 17.9～15℃，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为 28.8℃，最冷的 1月平均气温为 6.3℃，

年降雨量在 1555～1700mm，其中 4—10月降雨量较为集中，约 123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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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头镇境内资源丰富。首先，森林植被覆盖率高，有耕地面积 2.75万亩，林地面积 23.7万

亩，公益林面积 15.1万亩，植被呈海拔梯度变化，以次生林和人工林为主。其次，野生动植物

种类繁多，常见有厚朴、茯苓、跳麂、白鹭、石蟾等。此外，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金属矿

有钨、铁、银，非金属矿有石英、花岗岩等。银矿开采历史悠久，在黄家畲、回龙山等地至今

仍然遗有明代银矿洞群、冶炼遗址、银官局。最后，随着小镇产业转型升级生态产业迅速崛起，

香菇、木耳、高山蔬菜、中药材等生态农副产品不断进入市场，梯田大米、老茶、山笋、生态

土猪等因其生态种植（养殖）方式深受城市市民推崇。

崇头镇旅游资源富集，以中国最美的梯田——云和梯田和原生态农耕文化闻名，拥有梯田、

云海、山村、竹海、溪流、瀑布、雾凇等自然景观，独特生态自然环境和美轮美奂的梯田、农

耕画卷令人流连忘返；古银矿洞群、冶炼遗址、矿工摩崖题记等保存完好，堪称中国古代采矿

业的博物馆；坑根石寨、白银谷、七星墩、九曲云环、武岱峰、岩下绝壁等景点，因其“山花

水色、炊烟牧童、耕云犁田、鹤鸟鸣转、云雾缭绕”有“天籁云和”的美誉。这里是名副其实

的“养生福地”，是自驾游和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天堂。

黄家畲村距离县城 32Km，海拔 980m，地处白鹤尖和白鹤仙顶双峰夹峙地带。山林面积 9973

亩，耕地 861.57亩，村内森林植被保护良好，生态环境优越，空气清新。境内仍有大片原始次

森林，主要是杉木为主，林木茂密，源远流长，造就了丰富的负氧离子和其它对人体有益的气

态物质，是一个全天然全生态的森林氧吧，是康养的好去处。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

（1）建筑基础

在调研中，崇头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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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闲置住宅基础上进行改建升级。如果说历史文化是黄家畲古村的“根”，古巷建筑则

是黄家畲村的“脉”。黄家畲村至今仍保留着古建筑群，虽然历经百年但风貌依旧。村中老街路

呈南北走向，黄源溪将村分为东西两面，住宅为清至民国时期建筑，基本保存着原建筑格局。

民居以“带”状型的平面布局为主，村落保留较完整清代古民居等建筑，石板桥、矴步桥等古

桥 3座。整个村落道路、河流、民居等都较完整地保留着传统风貌与历史格局，山、水、古建

筑群融为一体，是典型乡村民俗文化的集合地。黄家畲村村民创业积极性高，民宿数量已达到

20余家，拥有床位 220余张，自发创建联盟，将全村民宿全部纳入其中，由各民宿根据自身档

次制定住宿价格，实现抱团发展。并以农家乐协会等组织形式，通过龙头带动，接待游客团队，

形成“蚂蚁搬家”的聚力效果。但是目前来看，多以消费水平较低、大众化的民宿为主，包吃

包住一天的价格在 85～100元不等，目标为消费较高群体的民宿市场仍为空白。以黄家畲村云

中谷农家乐为例，可同时提供饮食及住宿服务，每人一天的价格是 85元，午、晚饭标准为每桌

一荤菜、一人一素菜，共有床位 20张。但黄家畲村常住人口较少，闲置农户住宅较多，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图 1 黄家畲村依水而建的民房

图 2 黄家畲村云中谷农家乐外貌图

（2）基础设施

崇头镇范围内公路实现村村通，对外交通便捷，道路平整完好整洁，车辆交会较为畅通，有

规范的交通引导标识系统。十三五期间，主要对后山至崇头段进行改建，建设长度 6Km的后交

线，将大大改善崇头镇黄家畲村及附近村落的交通条件。它是连接云和、景宁、龙泉三县市高

山地区的主要通道，项目起点为云和县城，途经崇头镇、云和梯田、黄源风力发电厂、云丰等

地。后山至崇头段是后交线交通最为繁忙的路段，云和梯田 4A景区接待中心就位于崇头镇，亟

待提升改造。此项目预计明年完工，将大大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

近年来，黄家畲村投入 100余万元，开展了村庄、环境综合整治，修建了村委办公楼、老年

活动室等场所；同时建造休闲凉亭 1座，建设了 2处健身场所，并统一安装了健身器材；安装

沿溪大路护栏 200余米；安装了坑底自然村的自来水管网，新建水渠 200余米以及其它公共基

础设施。现村内建有小型停车场 1处，可停放车辆 10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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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配套设施

黄家畲村服务配套设施较为齐全，现有云和农商银行服务点、中国邮政代办所各 1处，可满

足居民的金融邮政服务等需求。村内设有 1大 1小 2 处医疗服务点，分别为黄家畲村卫生室及

原黄源乡卫生院，后者配有医生 2名，可以为本地居民及游客提供相应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村内设有旅游公厕。

图 3 原黄源乡卫生院

3.康养产业基础

（1）旅游资源

崇头镇旅游资源丰富，黄家畲村历史文化尤为深厚。黄家畲村庞大的古建筑群，虽然历经

百年但风貌依旧；古村落“百无禁忌”石碑是明朝此地银矿开采的历史见证者；“中国最美梯田”

云和梯田与之交相呼应，以及省级历史文化村落的建设，带领黄家畲村探索一条文化引领的振

兴之路。

云和银矿遗址 明景泰三年（公元 1452年），发现山上有银矿洞。现村中央的石桥边，立有

一块“百无禁忌”石碑，碑文书“普庵菩萨在此百无禁忌，钦差内官阮料在于黄家畲银坑采办”，

可证英宗天顺二年（公元 1458年）朝廷曾派钦差内官坐镇黄家畲监督开采银矿，在此设立银官

局，并立碑。银矿开采的鼎盛时期，这里曾有矿区 13处，黄源、局村银官局 2处，如今村内“百

无禁忌”石碑、“银官桥”等重要文化遗产俯拾皆是，矿石搬运的古道及部分银矿洞也保持完好，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2013年 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4 “百无禁忌”石碑及银矿文化

黄家畲古村宗祠 黄家畲又名黄源，曾用名丰嘉源。相传一千多年前，黄姓先祖路过此地，

见此山坳间竟然有一篇肥沃的盆地，便刀耕火种、垦荒屯田，终建成一处富庶村落。黄家畲中

的“畲”便取火耕地这种最传统的烧荒种植法之意。而后村落规模在宋咸平年间进一步扩大。

如今，各姓宗祠门前的功名旗杆仍旧挺立，年年香火不绝。村中还存有建于道光三十年（公元

1850年）的“彭城旧家”大宅，这座二进二天井结构的院落整饬气派，木雕工艺极其精美，“急

公向义”匾额及狮子雀替等文物至今保存完好。宅后上有一座建于光绪六年（公元 1880年）二

进五开一天井古宅，与溪边的龙母殿、古戏台等，一道构成了黄家畲村的古建宗祠群落。

图 5 彭城旧家

“中国最美梯田”云和梯田 集旅游休闲、摄影观光、民俗欣赏于一体，是云和县首批 4A

级旅游景区。距黄家畲村约 19Km，后交线可直达，驾车大致需 40min。最早开发于唐初，兴于

元、明两代，距今有 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 51Km2。主要分布在崇头镇周围高山上，海拔跨度

为 200～1400m，垂直高度 1200余米，跨越高山、丘陵、谷地三个地质景观带，最多有 700多

层，是华东最大的梯田群，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是中国摄影之乡——丽水的主要采风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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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景区拥有梯田、云海、山村、竹海、溪流、瀑布、雾凇等自然景观，“云雾奇观，浮云世

界”是云和梯田的一大特色亮点。

图 6 云和梯田

（2）特色农副产品

高山空气、土壤和无污染水质，是发展高山蔬菜的优质资源，依托于 980m海拔的山地条件，

黄家畲村被确定为高山农业示范重点村，兴建了百亩高山蔬菜示范基地，以种植食用菌和高山

蔬菜为主，其中以梯田三宝——高山大米、高山稻鱼、梯田老茶最为著名。并且高山蔬菜以绿

色无公害西红柿、苦瓜、丝瓜、野山姜、高山茭白等蔬菜为主，独特的高山气候造就了其气温

低、适宜中反季节蔬菜的优势，由于病虫害极少，基本上蔬菜都不用打农药，故品质、营养价

值极高。此外，薄壳高山田螺也是一大特色，市场需求量大。

（3）文化产业基础

“百无禁忌”银矿文化 黄家畲村银矿文化起源于明代，饱经时代的洗礼。尽管银矿的兴盛

已不复存在，但是关于这个矿洞还流传着种种奇妙的轶事——传说隔壁安仁镇居民，至今都能

听见矿洞这边有人洗锅刷碗的声音。而矿石磨、石臼等银矿文化遗存在村中比比皆是，“百无禁

忌”石碑则是那段辉煌历史文化的浓缩，不仅显示了曾经的兴盛，更是现在工作繁忙的人们一

种解放身心的精神寄托。近年来，黄家畲村围绕着银矿文化加大宣传。村宣传栏上，采矿炼银

的古老技艺和悠久历史被做成了深入浅出的解说词章，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云和梯田“开犁节” 至 2019年 6月，云和梯田“开犁节”已经成功举办了 13届。为期 30

天的“开犁节”囊括了云和梯田开犁节开幕式、云和梯田文创市集、非遗民俗表演、农耕文化

体验、无人机摄影活动、童话云和梯田艺术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其中吼开山号子、犒牛、

祭神田分红肉、鸣礼炮、开犁、山歌对唱，给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感受传统农耕技艺、民间艺

术和民风习俗的宝贵机会。在九曲云环，非遗农耕文明展示活动、农耕文化体验、童话云和梯

田艺术展轮番上演，精彩绝伦的非遗民俗表演，展现云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带来一场视听

盛宴。是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提升云和崇头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成功尝试。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基于崇头镇黄家畲村“百无禁忌”银矿遗址、传统古村落宗祠及周边云和梯田等特色的旅游

资源，以及以高山蔬菜为主的特色农副产品，考虑与丽水市内龙泉市、景宁县、松阳县等以及

县内叶垟村等村庄景区体现互补功能，避免同质化低水平竞争。彰显以“无忌”银矿为代表的

文化与“清凉”避暑主题，在现有银矿遗址、传统古村落以及民宿等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围绕

“清凉无忌”，综合联动，多位一体，多点布局休闲康养项目，体现黄家畲村独特的康养价值，

打造丽水“康养 600”小镇体系中重要的一极。

2.具体目标

成功打造云和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至 2025年，清凉无忌小镇综合服务中心、停车场、休

闲茶吧、银矿博物馆等设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实现现有农家乐的提档升级、卫生院改建升

级以及农户闲置住宅的改造利用；银矿无忌文化挖掘体验、黄家畲水上清凉活动体验、农副产

品加工推广及“清凉无忌”睦邻友善互动等项目落地。至 2030年，进一步完善康养客人服务综

合体，深化项目主题，加大对传统银矿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在保护文化的同时打造康养体验品

牌，使之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重要的乡村旅游度假与生态康养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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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5.8

康养产业预期

产出量

小镇内年消

费额（亿元）
1.0 1.7

总产值

（亿元）
4.9 8.5

（四）规划内容

1.“清凉无忌”主题的深化发展

依托山地生态和自然景观，以市场发展为导向，贯彻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理念，以养生、休

闲产业规划和做精做强为目标，走“生态化、特色化、集约化、集群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

打造丽水康养产业核心区块。依托银矿文化，构建艺术文化平台，拓展康养产业内涵，合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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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多层次、雅俗并存的艺术主题产业框架及景观节点，营造具有吸引力的养生艺术空间。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规划

在体现康养主题的同时秉承尊重自然的原则，本规划以营造人与山水共融共生的康养主题气

氛为小镇内建筑及配套设施设计的主要原则，旨在以主题性特色提高市场吸引力。根据村内现

有土地资源、农家乐和民宿情况，以“完善小镇基础设施，建成清凉无忌小镇”为目标，加快

对民宿农家乐的提档升级建设，提升住宿承载力的同时实现不同服务目标群体定位全面发展，

以满足康养人群的多层次需求；加快卫生院、停车场等基础设施的改建升级工作，方便康养人

群的出行及提升居住体验；加快建设清凉无忌小镇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对小镇内的康养客人住

宅、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及其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规划和升级项目，为康养客人提供文化体验、

避暑、休闲等康养功能。

3.康养产业规划

银矿无忌文化挖掘升级 依托黄家畲村的银矿遗址及悠久的银矿文化，深度挖掘“百无禁忌”

石碑的历史文化底蕴，进一步丰富小镇的文化内涵及业态。建设银矿博物馆及银矿古道，在展

示历史文化的同时为康养客人提供深度理解银矿文化的机会。

避暑农家乐民宿 精准聚焦消费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对现有农家乐和民宿进行提质升级，

建设优质服务农家乐民宿集群，打造精品民宿和农家乐综合体。充分利用闲置农户住宅，实现

流转使用，在保留原古村落风貌的基础上，对外观进行装饰或设计，对内部空间进行改造，满

足康养客人居住的需要，打造特色精品民宿。

农副产品 利用高海拔和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高山蔬菜，深化发展已有的百亩高山蔬菜示范

田。加强对特色农副产品的技术培训和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建立农副产品的线上

交易，实现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发展高山水果产业，建立特色水果采摘基地。

（五）规划项目

1.基础设施项目

①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崇头镇公路已实现村村通。十三五期间，云和县已对后山至崇头段进行改建，建设长度 6Km

的后交线一期；崇头至岙头段是后交线交通繁忙的路段，目前正在建设，预计于 2020年完工。

建成后将改善崇头镇黄家畲村及附近村落的交通条件。

随着康养小镇及产业的规划建设，进入黄家畲村的道路将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车辆、行人流

量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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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黄家畲村村貌及道路交通现状图

②停车场建设

在原有停车场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同时需建设一处新的停车场，并配置交通标志、交通标

线等交通标识，合理规划停车布局，设计行车动线，提升黄家畲村的泊车能力。下图为已有的

停车场。

新建停车场需要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图 8 黄家畲村现有停车场

2.康养设施项目

①农家乐民宿提档升级

在现有农家乐民宿（如图 2）的基础上，对建筑外观、内部装修、功能布局、空间设计等进

行提档升级，注重保持古村落风貌，挖掘地域特色文化，提升小镇农家乐民宿康养接待能力和

服务质量。

②黄家畲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黄家畲古村落有大量农户闲置住宅。为提升小镇康养接待能力，可通过政府出面向农户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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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时限内的房屋使用权，吸引投资商，在保留原村落风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建，满足康养

客人多层次的居住需要。

③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规划建设“清凉无忌”小镇综合服务中心，设置农产品展销、生活用品等功能区。建立综合

服务平台，保证中心内信息通达性，为康养客人提供全方位的综合服务。

备选地址：原黄源乡乡政府所在地。也可另行选址并解决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④银矿博物馆建设

基于黄家畲村特有的银矿遗址及悠久的银矿无忌文化，在现行银矿博物馆修建的基础上规划

丰富项目内容。博物馆的一楼用作集中展示现散落在村中的银矿开采及冶炼的相关用具，“百无

禁忌”石碑拟放置于一楼正中心。博物馆二楼用作农耕文化的展示，集中展示具有当地特色的

农耕用具。

本项目选址已经确定。见下图。

图 9 银矿博物馆建设项目

⑤“清凉无忌”茶吧休闲场馆建设

规划建设一处茶吧。茶吧在设计布局方面应满足康养客人“色、香、味、形、器、质地、声、

温、营养、卫生”等多层次多角度的需求。茶吧采用古朴并符合村中整体氛围的装修设计，采

用清新悠扬的曲子作为背景音乐。

⑥保健体检中心

在原黄源乡卫生院（见图 3）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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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需要解决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3.康养产业项目

①银矿无忌文化挖掘体验

黄家畲村的银矿遗址及相关银矿文化源远流长，但在现阶段知名度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有待

进一步打造升级。深度挖掘崇头镇黄家畲银矿文化特色，依托银矿博物馆、银矿文化体验馆、

银矿古道及部分银矿洞，提升康养客人对银矿文化的理解。

②黄家畲水上清凉活动体验

规划为两类：第一类是面向全年龄的各类戏水活动；第二类是面向年轻且身体素质较高人

群的漂流项目。戏水活动可包括泼水节、水中拔河、水中乒乓球等，在享受清凉的同时加深亲

子、朋友、邻里间的交流，增进感情。

③农副产品加工推广

推进梯田三宝——高山大米、高山稻鱼、梯田老茶，以及雪梨、木耳、高山蔬菜、中药材等

特色农产品的深化加工，研发其食用价值和康养价值，注重产品链拓展，做好品牌特色包装，

实现产品的换代升级，促进农产品加工精深化发展，打造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

④户外运动拓展

依托崇头镇内丰富的山地资源，打造特色户外运动项目，引入体验式学习和体验式人群，如

自驾游、驴友和高山野训等群体，涵盖竞技、锻炼和休闲项目，为客人提供很好的体验产品和

体验服务。

图 10 “清凉无忌”小镇户外拓展登山线



197

⑤云和田湖文旅深度参与

叶垟“田湖乐养”小镇与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之间差异化、互补性发展，以山耕文化及

田湖旅养为发展核心。在叶垟，可以体验到独特的天湖山耕文化、番茄文化节、木玩制作等项

目，并且基于独特的田湖资源可以开展写生、摄影等艺术创作。两小镇间路途较近，能大大丰

富来崇头镇康养人群的体验。

⑥“清凉无忌”睦邻友善互动

依托黄家畲村自然的清凉气候条件，及无忌文化所带来的放松身心，结合小镇内规划的农家

乐民宿、银矿文化体验、休闲茶吧、清凉水上活动、深度旅游线拓展等项目，增强朋友、邻里

之间的互动与接触，增强之间的感情。弘扬邻里团结互助、诚信友善、和睦互尊传统美德的同

时，为康养小镇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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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0 1000 1350

停车场建设 改建新建 2000 500 100

康养

设施

农家乐民宿提档升级 改建 5200 5000 2600

黄家畲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改建 11200 5000 5600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新建 2400 3500 840

银矿博物馆建设 新建 250 在建

“清凉无忌”茶吧休闲场馆建设 新建 124.82

保健体检中心 改建 2500 4200 1050 工作人员

估算

康养

产业

银矿无忌文化挖掘体验

9000
每类康养

产业投资

1500万元

黄家畲水上清凉活动体验

农副产品加工推广

户外运动拓展

云和田湖文旅深度参与

清凉无忌”睦邻友善互动

总投资（万元） 约 20915

附件：

1.气候特点分析

黄家畲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冬夏长而春秋短，是

独特的高山气候。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森林植被覆盖率高，负氧离子浓度高。当地全年平均气

温约 13.9℃，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只有 23.3℃，较山下低 5～6℃，是天然理想的夏凉冬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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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 森林覆盖率（%） 约 80.8

年平均气温（℃） 13.9
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

（个/cm3）
约 2700

年平均降雨量（mm） 约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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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6
公用工程设施用地 U 9.81

绿化用地 G 10.71

康养设施用地（亩）

居住建筑用地 R 35.69
公共建筑用地 C 15.17

康养产业等其他用地（亩） 17.84

总计（亩） 1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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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5

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14.43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亩） 115.98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亩） 44.30

康养小镇之十四：云和叶垟田湖乐养小镇

（一）康养主题：“田湖乐养”，主要康养类型：气养、水养、食养

1.特有的云和梯田资源支撑。叶垟村背靠云和县首批国家 4A级景区——云和梯田。云和梯

田最早开发于唐初，兴于元、明，距今有 1000多年历史，总面积 51Km2，海拔跨度为 200～1400m，

垂直高度约 1200m，最多处达 700多层，跨越高寒、高山、丘陵、谷地四个地质景观带，拥有

梯田、云海、山村、竹海、溪流、瀑布、雾凇等自然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特有的秀

美景观和优质环境，为康养小镇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2.云和湖和天湖辉映成趣。云和湖是浙江省第二大江——瓯江上游截流在云和县境内形成的

3个梯级电站水库的总称。叶垟村与位于云和湖中游的国家 AAAA 级仙宫景区仅隔 10Km，可

以方便体验到水电科普游览、休闲垂钓、户外运动、度假休闲等康养活动。叶垟村内海拔 1060m

的天湖与之交相辉映，位于山地之间的台地，湖的最深处有十余米，是一块待开发的璞玉，是

康养休闲的重要依托。

3.叶垟村可开发康养资源丰富。叶垟村拥有丰富的康养资源，但目前尚未开发，具有广阔的

规划空间及发展前景。依托于村内具有特色的房屋建设发展农家乐民宿，以及农耕资源，加之

云和湖、天湖，辅以云和木玩及黄家畲“清凉无忌”风情，可多角度多层次丰富康养客人的体

验，满足其康养需求。

4.“田湖乐养”主题的确定。天赋的梯田及湖泊资源，不仅可以满足康养客人欣赏、游玩的

需求，并且蕴含在其中的山耕文化也是难得的体验，在这里可以暂时抛开忙碌的生活，与田、

湖、自然和谐融为一体。体会蕴藏在叶垟村中的那一份静谧，享受到其所带来的轻松与快乐，

从而使安逸、自然、健康、达观的生活态度成为现实。故将本小镇主题定为“田湖乐养”。

（二）项目规划基础

1.规划范围及概况

本主题小镇的规划范围是云和县崇头镇叶垟村及周边区域，概况如下：

崇头镇位于云和县县城西南，距县城 9.5Km，距离丽水市约 70Km。东邻白龙山街道、雾溪

畲族乡，南接景宁畲族自治县，西靠龙泉市，北至赤石乡、凤凰山街道。崇头镇区域面积 228.2Km2，

占全县的 23.2%，户籍人口 2.44万人，占全县的 1/5，其中常住人口 1.32万人，是云和县第一大

建制镇。全镇四面高山环绕，整体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处洞宫山北支，以中低山为主，

千米以上山峰众多，群峰屹立，山地连绵，间有小盆地，白鹤尖海拔 1593m，是全县最高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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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高海拔地区冬冷夏凉，冬夏长而春

秋短。多年平均气温约为 17.9～15℃，最热的 7月平均气温为 28.8℃，最冷的 1月平均气温为

6.3℃，年降雨量 1555～1700mm，其中 4—10月降雨量较为集中，在 1231mm左右。

崇头镇境内自然资源丰富。首先，森林植被覆盖率高，有耕地面积 2.75万亩，林地面积 23.7

万亩，公益林面积 15.1万亩，植被呈海拔梯度变化，以次生林和人工林为主。其次，野生动植

物种类繁多，常见有厚朴、茯苓、跳麂、白鹭、石蟾等。此外，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金属

矿有钨、铁、银，非金属矿有石英、花岗岩等。银矿开采历史悠久，在黄家畲、回龙山等地至

今仍然遗有明代银矿洞群、冶炼遗址、银官局。另外，生态产业迅速发展，香菇、木耳、高山

蔬菜、中药材等生态农副产品不断进入市场，梯田大米、老茶、山笋、生态土猪等因其生态种

植（养殖）方式深受城市市民推崇。

叶垟村地处崇头镇西北，云和第一高峰——白鹤尖脚下，后交线 22Km处，距离县城 16Km，

海拔约 1050～1080m，四面环山，环境优美，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全村由原叶垟、陈家

垟及水碓垟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户籍人口 1480人，常住人口约 400人，共有土地面积 13381

亩，其中原叶垟村耕地面积 536亩，山林面积 2780亩；原水碓垟村耕地 340.56亩，林地 2504

亩；原陈家垟村耕地 777亩，林地 9029亩。农作物以种植食用菌和高山蔬菜为主，大力发展以

高山蔬菜为基础的绿色生态产业。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

（1）建筑基础及服务配套设施

在调研中，崇头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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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闲置

住宅基础上进行改建。叶垟村目前尚未发展农家乐民宿，但村内闲置农户住宅是发展农家乐民

宿的重要依托。

图 1 叶垟村闲置房屋

叶垟村设有一个卫生室，可以为本地居民提供部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此外，至今暂无邮

政、银行、超市等基础设施。

图 2 叶垟村卫生室

（2）交通条件

崇头镇范围内环境整洁，公路实现村村通，对外交通便捷，道路平整完好整洁，车辆交会

畅通，有规范的交通引导标识系统，但由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去往云和梯田游客的大量增加，

目前的四级路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出行。十三五期间，主要对后山至崇头段进行改建，建设长

度 6Km的后交线将大大改善崇头镇叶垟村及附近村落的交通条件。它是连接云和、景宁、龙泉

三县市高山地区的主要通道，项目起点为云和县城，途经崇头镇、云和梯田、黄源风力发电厂、

云丰等地。后山至崇头段是后交线交通最为繁忙的路段，云和梯田 4A级景区接待中心就位于崇

头镇，亟待提升改造。此项目预计于明年年初完工，将大大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

3.康养产业基础

（1）旅游资源

崇头镇旅游资源丰富，其中叶垟村地理位置比较优势尤为明显，毗邻“中国最美梯田”云

和梯田与云和湖仙宫景区两大国家 4A级景区，与村内的梯田和天湖交相呼应。可以依托临近的

梯田、云和湖、白鹤尖等景区景点展开康养项目活动。

云和梯田 作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梯田集群，被誉为“中国最美梯田”。拥有千年历史、

千米落差、千层梯田，是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国家湿地公园，美国 CNN把它评为中国最美

40个景点之一。景区内有九曲云环、白银谷、七星墩三个游览区，是一座集观光旅游、摄影创

作、文化体验、休闲度假、保健养生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态度假型旅游景区。九曲云环是云和梯

田的核心景区，包含“日出云海”、“芒种开犁”、“湿地公园”、“天籁云和”等景点。集中了最

美曲线、最美云海、最美冰雪、最美农耕等中国最美梯田的“最美元素”。著名作家张抗抗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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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梯田后，留下了这样的赞美之词：“春梯田，是一轴淡淡的水墨画；夏梯田，是一帧精美绝

伦的绣品；秋梯田，是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冬梯田，是一幅轮廓分明、庄严冷峻的黑白木刻。”

白银谷是云和梯田的一部分，主要有坑根石寨和白银谷两部分。峡谷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

石头，这些石头经过雨水的冲刷，色如白银，又因为这里出产白银，所以被称为“白银谷”。

图 3 云和梯田

云和湖仙宫景区“北有钱塘，南有瓯江”。云和湖是欧江上游截流在云和县境内 3个梯级电

站水库的总称。仙宫景区位于云和湖中游，总面积 16Km2，两岸植被茂盛，生态环境好，湖山

俊秀，村古民淳，帆影、村落，波光、渔舟，埠头、古樟相映成趣，别有韵味。以碧水、深湖、

野生鱼为主题特色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景区，设有以水电科普为主题的游线；以垂钓、水上运动

为主题的仙宫渔乐游线；以“瓯江帆影”、佛教文化和船帮文化为主题的“十里云河”游线。

图 4 云和湖仙宫景区

天湖 叶垟村内海拔 1060m的天湖与云和湖交相辉映，它位于山地之间的台地，氛围悠远

静谧，可作为饮用水源，湖的最深处有十余米，是一块待开发的璞玉，具有规划发展前景。

图 5 叶垟村天湖

白鹤尖位于崇头镇云和梯田景区内，海拔 1593m，为云和县最高峰，与牛头山（海拔 1297m）、

灵漈山（海拔 1249m）、鹿角尖（海拔 1166m）并称云和四大名山。山峰像一只白鹤，且山上岩

石全为白色，也因此得名。这里常年云雾缭绕，美如仙境。白鹤尖上的万亩杜鹃林极为壮观，

满山满垅，一阵清风吹拂，满山花枝招展，遍地绿草摇曳。

图 6 白鹤尖及万亩杜鹃林

（2）特色农副产品

高山蔬菜 叶垟村充分利用高山独特的气候，种植反季节的包菜、青皮黄瓜、番茄、小辣椒

等高山蔬菜，其中高山番茄最为著名。叶垟村种植的西红柿有以前的老品种，还有 2018年新引

进的品种“黄妃”和“黑珍珠”，还有浙江省农科院 2018年研发的“浙粉 3号”番茄。2018年

村内一共种植高山番茄 100多亩，产量达到 5万斤左右。

覆盆子 一种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木本植物，果实含有相当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钙、

钾、镁等营养元素以及大量纤维，酸甜可口，有“黄金水果”的美誉，干燥果实可作为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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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垟村内将梯田流转后，现有种植覆盆子千余亩，丰富了当地农副产品种类。

（3）文化产业

农耕文化依托云和梯田，叶垟村以“开犁节”为代表的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最为著名。至

2019年 6月，“开犁节”已经成功举办 13届。为期 30天的“开犁节”囊括了云和梯田开犁节开

幕式、云和梯田文创市集、非遗民俗表演、农耕文化体验、无人机摄影活动、童话云和梯田艺

术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吼开山号子、犒牛、祭神田分红肉、鸣礼炮、开犁、山歌对唱，

给予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一次感受传统农耕技艺、民间艺术和民风习俗宝贵机会。在九曲云环，

非遗农耕文明展示活动、农耕文化体验、童话云和梯田艺术展轮番上演，精彩绝伦的非遗民俗

表演，展现出云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

番茄文化节早在 1978年叶垟村就开始种植番茄，一直延续至今。40多年的种植经验和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高山番茄鲜嫩多汁，品种丰富。被市民称为“云上的番茄”。以“品

味番茄生活，漫享田园美好，畅谈乡村振兴”为核心理念的番茄文化节，不仅可以看到和品尝

到各式各样的高山番茄，还有环环相扣、精彩不断的活动，已经成为叶垟村的一张名片。

（三）规划目标

1.总体目标

考虑与龙泉市、景宁县、松阳县等以及县内黄家畲村等体现互补功能，避免同质化低水平

竞争，作为叶垟“田湖乐养”康养小镇篇，基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云和梯田及仙宫景区之

间，彰显田湖与乐养主题。在现有闲置房屋等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围绕“田湖乐养”主题，进

一步统一规划、完善基础设施，多点布局休闲康养项目，体现叶垟村独特的康养价值，成为丽

水市创建长三角地区康养第一品牌“康养 600”小镇体系中重要的一极。

2.具体目标

成功打造云和叶垟田湖乐养小镇。至 2025年，农家乐民宿、综合服务中心、停车场、文化

展览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实现现有卫生所改建升级以及农户闲置住宅的改造利

用；实现田湖山耕深度参与、山耕产品加工推广、云和梯田农旅结合、“洞宫福地”旅养结合及

木玩制作体验等项目落地，贯通与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云和全域旅游线路。至 2030年，

进一步完善康养客人服务综合体，深化项目主题，进一步丰富“田湖乐养”内涵，效仿番茄文

化节的方式推广山耕产品，打响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使之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重要的乡村旅

游度假与生态康养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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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7.1

康养产业预期

产出量

小镇内年消

费额（亿元）
1.1 2.1

总产值

（亿元）
5.8 10.5

（四）规划内容

1.“田湖乐养”主题的深化发展

依托山地生态，以市场发展为导向，贯彻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理念，依托田湖特色农耕文化、

生态资源等优势，推进人文农旅相结合，通过农耕体验、休闲观光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让

康养客人在体验中和叶垟产生共鸣，形成独特记忆。以养生、健康产业规划和做精做强为目标，

走“生态化、特色化、集约化、集群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打造康养产业核心区块。

2.建筑及配套设施基础规划

根据村内现有土地资源、闲置房屋情况，基于云和梯田和云和湖，以“健全小镇基础设施，

建成田湖乐养小镇”为目标，加快村内危房改造及闲置住宅改建，提供农家食宿服务；加快卫

生所改建升级及停车场、邮政、金融、商业及休闲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以方便康养人群的

出行及提升居住体验；加快建设田湖乐养小镇综合服务中心。

3.康养产业规划

田湖山耕文化产业 依托叶垟村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集合田湖、农耕、木玩等多元

文化资源，以展示型、参与型、表演型等不同体验方式，开发田湖山耕深度参与、农旅结合及

木玩制作体验等项目，丰富康养客人游憩方式，增加乐趣，让康养客人在更深程度上感受叶垟

的田湖山耕文化。

农家食宿产业 精准聚焦消费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填补现阶段农家食宿部分的市场空白，

建设优质服务农家乐和民宿集群，打造农家餐馆品牌。充分利用农户闲置住宅，在保留传统村

落风貌的基础上，对外观进行装饰或设计，对内部空间进行改造，满足康养客人居住的需要，

打造富有当地特色的农家乐民宿。

农副产品产业以绿色生态为抓手，全力推进农副产品与产业旅游的融合发展，紧抓时代脉

搏，深挖农副产品的食用价值、康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加强特色农副产品深加工；深入挖掘高

山番茄的文化价值，提升番茄文化节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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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项目

1.基础设施项目

①道路交通改扩建工程

崇头镇公路实现村村通。云和梯田景区接待中心位于崇头镇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去往

云和梯田的游客大量增加，原有的四级路已难以满足民众的出行。十三五期间，云和县已对后

山至崇头段进行改建，建设长度 6Km的后交线一期；崇头至岙头段是后交线交通繁忙的路段，

目前正在建设，预计于 2020年完工。建成后将改善崇头镇叶垟村及附近村落的交通条件。

随着康养小镇及产业的规划建设，进入叶垟村的道路将难以满足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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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叶垟村村貌及道路交通现状图

②叶垟村停车场建设

规划新建停车场两处，一处在叶垟村内，另一处在规划建设的综合服务中心附近。

本项目需要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2.康养设施项目

①叶垟村落风貌保护

叶垟村传统村落风貌是康养的重要资源之一，应重点保护吸附于传统村落之上的景观原始

性、文化性和地域性。在规划建设中，一方面需要保护其传统村落的聚落空间组织、山水形态、

乡土建筑及整体风貌。另一方面，对村中的危房进行分类处理，根据危房鉴定标准等级选择改

建或重建，但需遵循前一项原则。

②叶垟村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叶垟村有大量农户闲置住宅。在保留传统村落风貌的基础上，对其内部结构进行改造，满

足康养客人多层次的居住需要。闲置房屋可见图 2。

③叶垟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由于叶垟村的基础服务设施较为薄弱，为满足康养人群的综合服务需求，规划建设综合服

务中心项目，包括农产品展示、生活用品区等。本项目选址已经确定，如下图。

图 8 叶垟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用地

④云和康养资源文化展览馆建设

在叶垟村规划建设云和康养资源文化展览馆。馆中可集中展示云和梯田及云和湖相关历史

及文化。

本项目需解决选址及建设用地指标问题。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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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垟田湖山耕深度参与

“丽水山耕”是丽水市知名生态产品品牌，绿色、有机、生态、健康是山耕产品的特性。

与云和梯田及云和湖相呼应，可依托叶垟村中的田湖及梯田展开田湖山耕深度参与项目。于天

湖及其周边台地，可观光、垂钓、野营，于山地梯田，可体验农田耕作，参与山耕作物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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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摘，沉醉自然。

②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康养体验

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与叶垟田湖乐养小镇之间差异化、互补性发展，以银矿文化及清凉避

暑为发展核心。在黄家畲可以参与独特的银矿无忌文化体验、水上清凉活动体验、户外高山野

训、睦邻友善互动等项目。两处路途较近，可大大丰富康养人群的体验。

③叶垟山耕产品加工推广

推进以反季节包菜、青皮黄瓜、番茄、小辣椒为代表的高山蔬菜等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

研发其食用价值和康养价值，着眼于产区种植和品牌建设，实现优质高产，注重产品食品链拓

展、副产物高值利用等深加工、精加工环节，做好品牌特色包装，实现产品的换代升级，打造

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并且可以效仿番茄文化节的方式，对山耕产品进行推广，提高知名度。

④云和“洞宫福地”旅养结合

云和自古被喻为“洞宫福地”，山水资源独具特色，以云和梯田及云和湖为代表的旅游资源

禀赋，可基于云和全县域，为康养人群规划多条“洞宫福地”旅养线路，将两个国家 AAAA级

景区内多景点、游览区与凤凰山省级森林公园、平垟岗畲族风情文化村、狮山等相连接，打响

云和“洞宫福地”旅养品牌。

⑤云和木玩制作体验

云和木制玩具拥有四十余年的历史，云和拥有“中国木制玩具城”的美称。为丰富康养客人

的活动体验，提托云和木玩打造展示、制作体验项目。不仅可以通过木制玩具游戏的方式启迪

孩子的智慧头脑，让孩子快乐学习、快乐成长，还可以增加亲子间的互动，让成年人追忆童年

时的无忧无虑。还可以作为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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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0 1000 1880

叶垟村停车场建设 新建 4000 500 200

康养

设施

叶垟村落风貌保护 改建 7200 5000 3600

叶垟村农户闲置住宅改建 改建 16580 5000 8290

叶垟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新建 3200 3500 1120

云和康养资源文化展览馆建设 新建 189.18 管理者

估算

保健体检中心 新建 2500 4200 1050

康养

产业

叶垟田湖山耕深度参与

9000
每类康养

产业投资

1800万元

黄家畲“清凉无忌”小镇

康养体验

叶垟山耕产品加工推广

云和“洞宫福地”旅养结合

云和木玩制作体验

总投资（万元） 约 25330



208

附件：

1.气候特点分析

叶垟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高海拔地区冬冷夏凉，

冬夏长而春秋短。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84.8%，负氧离子浓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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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5 森林覆盖率（%） 约 84.8

年平均气温（℃） 16.4
年负氧离子平均浓度

（个/cm3）
约 2907

年平均降雨量（mm） 约 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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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
公用工程设施用地 U 11.88

绿化用地 G 12.97

康养设施用地（亩）

居住建筑用地 R 43.22
公共建筑用地 C 18.37

康养产业等其他用地（亩） 21.61

总计（亩） 1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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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3

可调剂利用存量建设用地面积（亩） 17.47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亩） 140.46

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亩）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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