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农村经济学

晋安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总体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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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晋安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总体规划尧发展目标尧功能分区及景观特征等方面内容袁以期为类似休闲农业园的规划设
计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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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袁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袁

升袁自然放养孔雀尧珍珠鸡等动物袁提供休憩尧摄影的小园

城市绿地不断被城市发展建设所侵占袁城市中的绿色空间

景袁命名为孔雀花园遥

越来越小 [1]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导致城市人与大自然

3.2 观光休闲景区

的分离 遥休闲农业不仅有休闲娱乐和农业生产的功能袁而

4 个景区以各类健身尧休闲活动为主袁兼顾露营尧中药养

[2]

且其在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性方面也发挥着重要

身尧DIY 体验活动等功能需要遥

作用[3]遥

3.2.1

1 区域概况

顾徒步登山尧自然花草观赏等活动遥主要建设溯溪游道尧品

晋安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位于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弥

溯溪健身区遥该区以夏尧秋季溯溪健身活动为主袁兼

花小径等景点遥溯溪游道利用自然的山林小溪袁对不适合徒

高村袁临近福州中心城区袁从市区到园区距离约 35 km袁交通

步穿越的地段进行人工改造袁适当堆石理水袁修建福州目前

方便遥园区面积约 20 hm 袁自然生态保存完好袁园区气候属

少有的自然溯溪野游涉水步道遥品花小径沿溯溪游道边山地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袁冬季短尧夏季长袁具有海洋性和大陆

开辟袁通过木尧石尧卵石尧砂土不同质地材料的自然交错组合

性兼并的气候袁气候条件好袁旅游季节长遥园区为典型南方丘

铺设整条道路袁人工改造和自然地段相结合遥适当人工改造

陵山地沟谷相间型地貌袁土质为南方山地红黄壤土袁土层深

溪边林地花带袁引种水生植物曰自然林下和地面人工补充各

厚袁有利于林木生长和农作物栽培袁附近仅有少量居民袁生

类兰花尧红花继木尧红叶石楠等色叶和开花地被植物曰林木

活污染和农业污染较少遥空气质量良好袁山地溪流水质优良尧

间人工补充红枫尧山茶尧山樱花等各类观赏树木袁使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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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澈见底遥
2 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性质及目标
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是以自然景色观赏尧山林健身休闲
为主袁兼有中医养身尧农事体验尧生态科普教育尧摄影活动体

园区最重要的景观点[4]遥
3.2.2

药草养身区遥对现有山盛农业的办公楼进行功能拓

展袁使其满足办公需要的同时能提供药草养身及制茶 DIY

的所需空间遥本区提供名贵中草药品销售尧种植认养及中药

验和农家乐饮食体验的健身休闲型农业观光园区遥该农业园

养身保健活动遥药草园是本区最重要的景观袁而茅草坡四季

主题为溯溪健身尧药草养身尧农事体验尧亲近自然尧生态生活尧

景色变幻也将带给城市人不同的山野景观体验遥同时建设

绿色健康遥将园区建设成生态系统循环良好尧景观优美尧生

神农园渊药草种植园冤尧悬壶阁渊养身体验馆冤两大重点区域遥

态和谐尧充满野趣和农村风味的生态园曰尽量拓展以溯溪健
身尧山林休闲活动为主体的山林游赏活动园曰开展农事体验
及药草养身体验活动袁符合良好农业规范的生态茶园及药草
园曰引领生态健康生活的城郊健身休闲农业园曰具有独特魅

3.2.3 生态茶园区遥对现有生态茶园稍做景观性修整袁满足
观景尧采茶尧制茶 DIY 体验活动遥茶海景观和农事体验是本
区景观及活动的重点遥茶山命名为千碧园袁品茶活动空间和
药草养身体验的悬壶阁相互结合建设遥

力风格袁拥有品牌效应袁在福州市乃至福建省内具有相当知

3.2.4 童趣活动区遥对园区内溪流尾段的自然地形稍做景观

名度的山地休闲园区遥

整理袁营造自然山林溪流的亲水儿童游乐区袁寓科普教育于

3 山盛健康休闲农业园功能分区及景观布局

游戏活动中遥独具特色的林间小溪景观尧纯自然林地景色和

3.1

功能区

人工园林完美结合成为本区的景观特色遥卵石铺就的儿童涉

综合管理服务区是整个园区旅游服务及管理的中心袁

水活动浅滩根据小荷尖尖才露角之意取名为青荷滩曰对溪

改造现有建筑作为园区管理服务中心袁提供餐饮尧购物尧金

中小岛进行人工景观改造袁提供玩沙尧动物认知等趣味活动

融尧通讯尧安全等一系列需求遥主要景观点有观景阁尧深山小

的小乐园是园区内儿童的快乐天堂遥

院尧孔雀花园等遥观景阁和深山小院由现有建筑改造扩建袁
承担管理服务各项功能遥将周边地带进行人工景观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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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景观缓冲区
山林观景区是本园区的景观缓冲区袁既是整个园区的景
观本底袁可以作为登山尧观鸟尧摄影体验等休闲活动区域袁同
时也是将园区的休闲空间与外围农业区域分割开的生态及
心理感受缓冲带遥在山林间补种黄山栾树尧台湾栾树尧单性木
兰尧乐东拟单性木兰尧红枫尧青枫尧枫杨尧银杏尧深山含笑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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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额的 2%作为村集体经济遥三是野三变+冶金融扶贫+产

3.3 科学技术的应用

惠贷冶资金入股公司袁每年按 12%的比例返还给贫困户袁贷

技术的提升袁兴义市水稻生产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曰随着牲畜

款风险抵押尧还款都由公司全权负责袁贫困户没有任何风险袁

品种改良及人工授精技术的进步及应用尧饲料饲养技术的推

每年年底参与分红即可遥

广应用袁逐步丰富了对肉食制品种类遥而今袁农业又朝着从

2.11 标准化生产取得显著成效

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方向转变袁这些都离不开农业科技的

业扶贫遥公司通过与村支两委尧贫困户共商袁采取贫困户野特

发布叶贵州无公害魔芋生产技术规程曳叶贵州无公害薏

仁生产技术规程曳袁无公害种植农产品产地认定 63 家企业

随着杂交水稻尧桂朝等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及种植管理

应用遥改革开放以来袁有 430 人次获县级以上表彰袁发表论
文论著 272 篇袁这些都彰显了兴义市农业科技的实力与成果遥

渊合作社冤84 个产品袁认定面积达 36 211 hm2曰无公害种植农

3.4 广大农业人的共同努力

积 13 686.5 hm 袁年产量 71 939 t曰畜禽产品无公害认定 18 家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袁而这一切的取得都离不开基层农技人员

坝石斛尧南盘江黄牛尧七舍茶获国家地理标志袁黔西南州古

量袁才有了今天农业的蓬勃发展遥2018 年 12 月 28要29 日袁

产品产品认证 32 家企业渊合作社冤44 个产品袁产地认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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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个产品袁年产量 17 608 t遥品甸生姜尧仓更板栗尧兴义黄草
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渊甘蔗尧红糖冤尧贵州珠江源生态实业有

一次次良种的推广尧一次次技术的革新袁不断地推动和
的辛勤付出和广大农民的共同努力袁正是依靠这股强大的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袁会议强调院要加强党对野三

限公司渊核桃冤尧贵州天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渊茶叶冤尧兴义首

农冶工作的全面领导袁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袁强化

草谷中药材有限公司渊石斛冤获有机食品认证遥兴义市鑫桂

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制度保障袁选优配强野三农冶干部队伍袁

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渊桃尧枇杷冤尧贵州龙豪生态农业发展有

切实加大野三农冶资金投入力度袁把野三农冶作为财政优先保

限责任公司渊柠檬冤获绿色食品认证遥

障领域和金融优先服务领域遥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野三

3 主要经验

农冶工作袁因地制宜尧分类施策袁循序渐进尧量力而行袁稳扎稳

通过 40 年发展袁广大农村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打尧久久为功遥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袁发挥政府投资的

济尧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袁农业实现增产向提质的转

带动作用袁激发和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遥

变袁野一县一业尧一村一品冶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袁农民的生

4 结语

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袁能取得这样巨大的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袁农业必将迎来新的挑战

进步袁关键在于以下几点遥

和机遇袁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3.1

坚持党的领导

中央周围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尧系统的尧整体的袁是政治领导尧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遥40 年来袁正是因为始终重视加

九大和十九届一中尧二中尧三中全会精神袁勠力同心袁锐意进

强党的政治领导尧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袁才创造了改革开放

取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的伟大奇迹遥

义伟大胜利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遥

3.2 政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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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央先后发布 20 个与野三农冶工作有关

的野一号文件冶遥中共中央在 1982要1986 年连续 5 年发布以
农业尧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遥2004要2018 年又
连续 15 年发布以野三农冶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袁强调了
野三农冶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重要的地
位袁为野三农冶全面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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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优美动人袁但需要进行林相尧林分改造袁增加部分赏叶

力楠尧杜英尧红花继木尧红叶石楠尧梅花尧腊梅尧山茶尧山樱花尧

观花树种袁丰富景观多样性及美感度袁在局部节点强化人工

野生桃尧李花尧迎春尧紫薇尧杜鹃尧含笑尧木笔尧栀子尧九里香等

景观改造袁提供公共休憩空间袁增加特色植物遥全区建成后袁

观赏树种袁以丰富整个园区的景观色相季相变化遥

游客可以尽情享受运动休闲尧农事之乐袁沐清风尧听松涛袁在

4 下一步工作
景区拥有优美的自然山林景观和农园景观遥山林溯溪健
身活动为主体的野外休闲项目更是近年来追求健康生活都
市人的新追求曰农作体验尧绿色食品尧药草养身等系列休闲
体验有着不可抵御的魅力遥与城市景观迥然不同的山林美景
配以得天独厚的农家风味袁使园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遥
生态茶园基本成形袁但需要进行游步道等景观整治曰药
草园和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初具规模袁下一步需要合理布置空
间袁充实体验和活动空间曰溯溪健身区和山林景观区的自然
228

宛如桃园的山庄领略健康闲适的生态生活理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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