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森林公园网站群

森林公园站群是中国林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站群的建设不仅仅是建立一群网站,

同时需要对森林公园所涉及的业务进行梳理, 按照国家测评指标要求, 将相关便民服务资

源整合进入国家林业局外网门户。 先期建设 21 个森林公园网站, 森林公园站群的主要栏

目有公园简介、 特色景观、 生态文化、 旅游产品、 特色商品、 风光掠影、 风景视频。 通过

这些栏目增强了游客对森林公园的了解, 同时也是国家森林公园管理者与游客的沟通

渠道。

一、 九寨国家森林公园

九寨国家森林公园是于 1995 年经林业部及四川省林业厅批复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面积 37000hm2, 实际经营面积 46000hm2, 包括: 神仙池(嫩恩桑措)和甘海子两大旅游区

(图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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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九寨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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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

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山西省腹地, 太岳山西麓, 北距平遥古城 80km, 南离临汾

市 100km, 东至上党名城长治市 120km, 西至古霍名郡霍州市 20km, 地域跨涉晋中、 长

治、 临汾 3 个市, 总面积 60000hm2, 为山西最大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交通便利, 西临南同

蒲铁路、 大运高速公路、 大运一级公路, 东有汾屯路, 长太高速公路(图 108)。

图 108　 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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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铜钹山国家森林公园

铜钹山自然景观奇险清秀, 七星、 九仙、 铜钹 3 个高峡湖, 水光潋滟; 铜钹山尖、 悟

道尖等景象, 伟岸挺拔; 九仙山石林, 怪石林立; 木城关、 条铺关等雄关隘道, 古风犹存

(图 109)。

图 109　 铜钹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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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福州植物园始建于 1959 年, 2006 年 3 月, 建设福州国家森林公园, 是福建省首家国

家级森林公园, 2008 年 10 月起向社会免费开放。 40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这里视

察, 给予了高度评价。 公园先后被评为 4A 级旅游风景区、 全国森林公园十大标兵单位、

全省文明森林公园; 连续四届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图 110)。

图 110　 福州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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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

湖南省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郴州市汝城县东南部。 汝城县是文化厚重的人文福

地, 自东晋穆帝升平二年置县以来, 至今已有 1600 多年历史, 这里风光秀丽, 物化天宝,

人杰地灵。 神农在此农耕做耒耜, 理学鼻祖周敦颐曾任汝城县令, 并赋《爱莲说》。 周敦颐

弟子程颢游汝城所吟《春日偶成》成为千家诗的“压卷”之作。 汝城是湖南省五大少数民族

散居县之一, 世居瑶族、 畲族、 壮族等少数民族, 这里民风纯朴, 风情独特, 文化底蕴深

厚(图 111)。

图 111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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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重庆市武隆县乌江北岸, 属武陵山系, 因其山有一峰酷似翩

翩起舞的仙女而得名。 公园面积 5070hm2, 平均海拔 1850m, 最高海拔 2033m, 森林面积

2． 2 万 hm2, 天然草原 1 万 hm2, 是重庆周边最大的高山草原, 重庆十佳旅游景区。 因其

独具特色地质地貌、 南国魅力的林海雪原、 青幽秀美的丛林碧野景致、 西欧风情的高山草

原、 引人入胜的天象景观、 美丽动人的仙女传说等吸引广大游客, 被誉为“东方瑞士”、

“南国牧原”、 “天然氧吧”和“山城夏宫”。 为重庆最佳旅游观光度假胜地, 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图 112)。

图 112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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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雪乡国家森林公园

雪乡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大海林林业局内, 占地 18． 6 万 hm2。 公园内有 “中国

雪乡风景区”、 “原始林风景区”、 “中国雪乡源头漂———海浪河漂流风景区”、 “梨花邨风

景区”、 “二浪河风景区”五大风景区和 30 余处景点。 公园内风景秀丽, 景色神奇, 险壑的

山峰、 幽深的河谷、 多姿的林海构成了壮丽的自然景观, 是一幅展不尽的山水画卷。 沧莽

浩瀚的原始林、 明澈清幽的海浪河水、 冰清玉洁的中国雪乡, 让人尽情感受大自然的幽深

与古朴、 瑰丽与神奇, 尽情体味返璞归真的超脱与惬意(图 113)。

图 113　 雪乡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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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茅兰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小兴安岭北麓, 嘉荫县向阳乡辖区, 距县城 76km。 西、

南与乌伊岭前卫农场相接, 北与乌云镇连接壤, 东临黑龙江。 景区面积 60km2。 它集山

奇、 水秀、 林茂、 潭幽、 瀑美于一身, 是旅游、 度假、 科考、 攀岩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

茅兰沟是黄河以北、 黑龙江以南为数不多, 经地壳变迁后形成的集所有山水美景于一体的

构造深谷(图 114)。

图 114　 茅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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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

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缘的南江县北部, 地处秦巴山区的米仓山南

麓。 东、 北与陕西省南郑县相邻, 南抵南江县, 西靠广元市旺苍县, 并同光雾山国家重点

风景名胜区相辉映。 面积 40155hm2, 活立木总蓄积 240 万 m3, 森林覆盖率为 97． 3% , 被

称为天然氧吧(图 115)。

图 115　 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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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坐落在天津蓟县城东穿芳峪境内, 距县城 20km, 公园总面积

2126hm2, 有九龙山、 梨木台山、 黄花山三大景区。 九龙山景区历史上曾是清代道光三十

年和同治九年间的皇家园林, 新中国成立后划为国有林场, 1995 年改为森林公园, 1997

年升为国家森林公园, 目前是天津市面积最大、 唯一的山区国家森林公园。 在公园东北部

万丈深谷中连绵耸立着九条山脊, 恰似九龙聚首, 故名九龙山(图 116)。

图 116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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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

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贵州西北部黔西、 大方两县交界处, 是迄今为止中国已查

明的面积最大的天然杜鹃林带。 整个杜鹃林带延绵 50 余 km, 宽 1~ 3km, 呈半月形分布。

公园总面积 180km2。 百里杜鹃属贵州西北部次生地带性植被中保存最好的一部分, 初步

查明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内有 23 个品种, 占世界杜鹃花 5 个亚属中的 4 个、 贵州 70 余

种的 1 / 3。 花色多样, 有鲜红、 粉红、 紫色、 金黄、 淡黄、 雪白、 淡白、 淡绿等。 3 月下

旬至 4 月末各种杜鹃花先后怒放, 杜鹃花漫山遍野, 千姿百态, 色彩缤纷。 最为奇特的是

“一树不同花”, 最壮观的可达 7 种之多。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图 117)。

图 117　 百里杜鹃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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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竹乡国家森林公园

竹乡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著名的竹乡浙江省安吉县, 面积 1． 8 万 km2。 公园以竹乡风情

暨竹文化为主体, 集竹林苍翠、 峰石奇异、 溪流优美、 寺庙古老、 气候宜人等自然景观优

势, 汇蓄能电站雄伟的人文景观特色, 是一处观光旅游、 避暑度假、 科普教育的好场所。

公园由两大片 4 个景区组成, 东南片为灵峰寺景区、 天荒坪景区、 港口景区, 西南片为龙

王山景区, 二者相距约 30km, 共有景点 40 余处(图 118)。

图 118　 竹乡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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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

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由房县、 兴山、 巴东三县边缘地带组成, 面

积 3250km2, 林地占 85%以上, 森林覆盖率 69． 5% , 区内居住着汉、 土家、 回等民族, 人

口近 8 万人。 神农架最高峰神农顶海拔 3105． 4m, 最低处海拔 398m, 平均海拔 1700m,

3000m 以上山峰有 6 座, 被誉为“华中屋脊”(图 119)。

图 119　 神农架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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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措普国家森林公园

措普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境内, 距国道 318 线约 10km, 园区面积

48000hm2。 公园地处青藏高原南缘的四川、 云南、 西藏 3 省(自治区)结合部, 自然人文生

态环境独特, 原始风貌保存完好, 似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 被誉为“中国大香格里拉生态

旅游区的明珠”(图 120)。

图 120　 措普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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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

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又名万绿湖, 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境内, 是华南最大的生态旅游名

胜, 境内有京九铁路、 广梅汕铁路、 205 国道经过。 公园总面积约 16 万 hm2, 其中水域面

积 370km2, 蓄水量约 139． 1 亿 m3, 水质达到国家地表水一类饮用标准, 内有 360 多个绿

岛, 森林大部分为亚热带原始次生常绿阔叶林, 森林覆盖率达 78% , 动植物种类资源丰

富, 生态环境优美, 因其四季皆绿, 处处皆绿而得名为“万绿湖”。 由于地球北回归线带几

乎全是沙漠, 唯独万绿湖、 西双版纳、 鼎湖山有一片绿, 森林茂密, 绿意长存, 因此, 万

绿湖与西双版纳、 鼎湖山被人并称为地球北回归线沙漠腰带上的“东三奇”(图 121)。

图 121　 新丰江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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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西双版纳国家森林公园

西双版纳是一个充满美好、 理想和神奇的地方: 旖旎的自然风光、 翡翠般的森林、 绚

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如诗如画的胶园、 茶园、 澜沧江, 让多少人梦萦魂牵(图 122)!

图 122　 西双版纳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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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海南东南部, 地跨五指山、 保亭、 琼中、 万宁、 陵水 5 个市

县, 距海南东线高速公路陵水出口 20km, 有省道相通, 正处于海南东海岸旅游热线的结

合部, 是海南东线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面积 3． 8 万 hm2, 森林覆盖率 86． 6% , 是中

国热带雨林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属花岗岩高山地貌(图 123)。

图 123　 吊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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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 总面积 240km2, 拥有十一大景

点, 是一处以太行山岳丰富的水景为特色, 以峡谷类地质地貌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内

涵, 集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于一身的科普生态旅游精品景区, 因山势险峻, 峰壑之间常年

云锁雾绕而得名(图 124)。

图 124　 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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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旗山国家森林公园

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福州市闽侯南屿镇, 地处戴云山脉向东延伸的丘陵地带, 特别

是雨后天晴、 云雾缭绕之时, 山峰像胜利凯旋的旌旗迎风飘扬, 因而得名旗山。 旗山距福

州市中心仅 23km, 且紧靠福州大学城、 316 国道、 京福高速公路, 交通便捷, 是理想的森

林生态旅游、 休闲避暑、 度假旅游、 探险、 科普教育的好去处(图 125)。

图 125　 旗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431—



网站建设　
森林公园网站群

二十、 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

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吉林省东部蛟河市境内, 地处长白山麓、 松花湖畔。 1995 年

经林业部批准成立, 总面积 34194hm2, 包括六大景区, 是一个以自然、 生态、 森林、 红

叶人文和谐为特色的森林公园。 现已连续举办了八届中国·吉林长白山红叶旅游节, 打造

了“长白山红叶”品牌。 2006 年 8 月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顺利通过“ISO9000 国家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和 ISO14000 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006 年 12 月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国家

AAAA 级旅游风景区”, 2007 年被中国生态学学会旅游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最佳生态景区,

2009 年被吉林省政府授予优秀景区(图 126)。

图 126　 拉法山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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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额济纳胡杨国家森林公园

额济纳胡杨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境内。 只有 1． 6 万人的辽阔的额济纳是

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集区域, 境内海拔多在 930 ~ 960m 之间, 年降水量 38 ~

49mm, 年均气温 8． 3℃, 极端高温为 42． 2℃, 极端低温为 - 37． 6℃(图 127)。

图 127　 额济纳胡杨国家森林公园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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