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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文件 
中产联[2017]23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 

试点建设单位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推进国家林业局 “十三五”林业发展规划中关

于大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的精神， 2016 年 12月，我会下发

了《关于开展申报第二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

通知》（中产联[2016]79号）文件，收到了来自全国 22个

省市自治区的 234 家单位的申报资料。经过主管部门推荐、

现场考察、专家评审打分并履行了公示公告等程序,确定了

北京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森林资源质量本底好、交通方

便、食宿接待能力强、具有较好的经营能力和康养条件、地

方政府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 99个单位作为第二批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详见附件）。 

各试点建设单位要深刻领会国家“大健康”理念和政策

导向，把握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契机，切实做好如下工

作： 

一、编制本单位森林康养基地发展规划，并于 2018 年

6 月底以前完成森林康养基地规划设计，并报我会审核备

案。  

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积极参加森林康养专业技术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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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开展与医疗、健康、营养、体育、养老等机构

的合作。 

四、拓展思路，争取政府政策扶植、金融机构支持和社

会各界的投入。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有效期为三年，第二

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的有效期为 2017 年 6 月

至 2020年 5 月。有效期届满后，我会将会对符合标准的全

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进行复核认定。 

我会将进一步加强对试点建设工作的业务指导和技术

服务，与各试点单位一起，推动森林康养事业为林业创造性

转型、创新性发展，为森林康养成为人民健康福祉，实现“健

康中国”战略目标做出贡献。 

联系单位：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医学与健康促进会 

联 系 人：李益辉 

电    话：010-84238860；17744574997；15607319997 

邮    箱：fmha2015@sina.com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8 号 

国家林业局 3 号楼 111 室。 

 

 

附件：第二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名单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 

2017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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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批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名 单 

 

北京市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鄂尔多斯市紫辰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隆胜野生动物园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生态公园森林康养基地/鄂尔多斯野生 

动物园森林康养基地 

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森林康养基地 

内蒙古梅力更旅游投资股份公司 梅力更自然生态风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内蒙古毕拉河达尔滨国家森林公园 达尔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大连金普新区大黑山风景区管理中心 大黑山风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国有阜新蒙古自治县大板林场 海棠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场 露水河长白山狩猎场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市松花湖实验林场 松花湖实验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省白河林业局     白河林业局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省八家子林业局 仙峰湖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康养基地 

国营梨树县四台子林场 四台子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敦化市林业局大沟林场 大沟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江苏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安吉县人民政府 安吉县森林康养示范区 

安吉灵峰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灵峰旅游度假区森林康养基地 

安吉县山川乡人民政府 山川乡森林康养基地 

安吉县天荒坪镇人民政府 天荒坪镇森林康养基地 

磐安县花溪风景旅游有限公司 花溪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衢州水月湾旅游景区开发有限公司/衢州市 

衢江区外湾休闲山庄          
水月湾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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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药王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富春江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大奇山国家 

森林公园分公司/ 

浙江善得富春江山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富春山健康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富春山健康城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永嘉文化书院有限公司 永嘉书院森林康养基地 

安徽天柱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 天柱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将乐县人民政府 将乐县森林康养示范区 

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康养基地 

江西虔心小镇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虔心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全南厚朴生态林业有限公司 全南大岳笔架山森林康养基地 

淄博博山幽幽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中郝峪村森林康养基地 

青州仰天山森林旅游有限公司 仰天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三门峡甘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洛阳白云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白云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河南黛眉山原始生态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世界地质公园黛眉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济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王屋山风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郑州市竹林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长寿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驻马店金顶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金顶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森林康养基地 

华中绿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中绿谷森林康养基地 

鹤峰县巨融林业有限公司/湖北福汉绿色建筑

有限公司 
九连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省大冶市龙凤山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龙凤山乡村旅游体验乐园森林康养基地 

赤壁市国营陆水林场、湖北赤壁陆水湖国家湿

地公园管理处 
陆水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京穗农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省农业

科学院果树茶叶研究所 
孝昌京穗森林康养基地 

恩施州掠燕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咸丰县坪坝营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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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冠银杏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衡南中国银杏文化健康产业园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津市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省慈利县江垭森林公园管理处 江垭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平江福寿山森林公园 福寿山国有林场康养基地 

石门县人民政府 石门县森林康养示范区 

    炎陵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湖南神农 

洞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常德市鼎城区花岩溪林场 花岩溪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溆浦穿岩山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山背花瑶梯田景区高函康养基地 

湖南华夏平安康体疗养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衡山萱洲华夏湘江森林康养基地 

汉寿鹿溪省级森林公园管理局 鹿溪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孜润（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阳春孜润中医药森林康养基地 

贺州市西溪森林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滑水冲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西溪森林温泉康养森林基地 

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康养基地 

广西君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君武森林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万宁润达实业有限公司 吉森 北纬 18度温泉山庄森林康养基地 

三亚亚龙湾云天热带森林公园有限公司 亚龙湾热带森林旅游区森林康养基地 

海南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三亚山水风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山水风情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中瑞鑫安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绿色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客得乐玉峰山生态园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彭水九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摩围山风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古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重报怡家人森林康养基地 

宝兴县林缘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夹金山林业局 
夹金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白马王朗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白马王朗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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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能投福宝族游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宝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宣汉县森林公园管理处 宣汉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绵阳七曲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梓潼七曲山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中天地木业有限公司 
罗纯岗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毛岗子森林康养基地 

乐山中天地林业产业有限公司 大风顶森林康养基地 

凉山中天地林产工业有限公司 美姑洛木干森林康养基地 

绵阳市药王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药王谷旅游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南江县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 米仓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省唱歌石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唱歌乡森林康养基地 

攀枝花市欧方营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欧方营地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德胜集团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峨眉山阳光绿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峨眉山国际旅游度假村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赤水恒信置业有限公司 
恒信〃森林 21度国际养生度假区 

森林康养基地 

大方县油杉河旅游区投资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大方县油杉河旅游区森林康养基地 

独山县国有林场 独山县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新中成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贵州 

新中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桐梓分公司 
枕泉翠谷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红梦民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清河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椿悦〃南江”旅游疗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贞丰奇峰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双乳峰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剑河县仰阿莎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剑河国际森林温泉康养基地 

云南天宁矿业有限公司 天宁矿业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永仁县林业局万马林场 万马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版纳雨林百果庄园有限公司/ 

西南林业大学 

景洪市大黑山林场（嘎洒森林公园） 

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金曦老年俱乐部有限公司/ 

云南康颐健康养生管理有限公司 
卧云山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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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三国庄园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三国庄园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利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百草园森林庄园康养基地 

陕西省宁东林业局 旬阳坝森林体验区森林康养基地 

陕西黑河国家森林公园 黑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乌鲁木齐天山国家森林公园 天山森林康养基地 

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天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康养基地 

长白山森工集团黄泥河林业有限公司 老白山森林康养基地 

长白山森工集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 大荒沟森林康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