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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片区旅游配套   

4.2 全域项目打造
（4）片区现状

本次规划，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包含大围村、李屋村、曹屋村、水路田村，目前李屋曹

屋村基础设施配套较好，有设置停车场、厕所等配套。大围村整体村落风貌较好，内部建筑较

为破旧。水路田村紫薇花海发展良好，基础道路设施较差  。   

目前，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的交通可进入性较强，通过 X392 县道进入李屋村、曹屋村的

643、641 乡道均为双车道，路面较好，道路两旁植物景物需提升。   

为了更好地串联李屋、曹屋、大围，形成三者之间的旅游环线。本次规划在曹屋村新建一条

道路，道路长 0.8 公里，宽 6 米。通过新建道路将曹屋村与李屋村串联，形成旅游交通环线。

同时，进行旅游公共服务配套，如下表：

水路田

大围村

李屋村

643 乡道

641 乡道

曹屋村

X392 县道大东
山温泉方向

G107 方
向

新建连接 643 和 641 乡
道 0.8 公里 6 米宽道路。

新建连接水路田至 X392
县道道路 2 公里。

曹 屋 至 大 围 沿 河
两岸 4 公里绿道

？

？

？

图例：

游客中心

停车场

医疗站

卫生间
餐饮服务

特色购物店
现状道路
新建道路
绿道

住宿服务

游客咨询点？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片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乡村旅

游“八小

工程”

李屋村 大围村 曹屋村 水路田

垃圾站 提升 1 处 提升 1 处 提升 1 处

旅游厕所 已有 2 个提升 新建 1 个 已有 2 个提升 新建 1 个

停车场 —— 新建 1 处 增设车位 30 个 增设车位 30 个

旅游标牌标识 各村合理设置标识系统，片区之间设交通指引标识

A 级旅游景区 将该片区域打造成 A 级乡村旅游景区

医疗站 片区每个点有 1 个医疗室（社区卫生站）

游客咨询服务

中心
已有 1 个提升 新建 1 个咨询点 新建 1 个咨询点 新建 1 个咨询点

购物商店 1 个 —— —— ——

其他

道路拓宽
新建连接 643 和 641 乡道 0.8 公里 6 米宽道路

水路田连接 X392 县道 2 公里道路拓宽
绿道 曹屋至大围沿河两岸 4 公里绿道

餐饮 已有 1 家提升 新增 1 家 已有 1 家提升 新增 1 家

民宿 打造特色民宿 2 家 新增 1 家特色民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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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依托土地资源，引种连州水晶梨，打造片区水晶梨产业基地，同时形成花季观光和农产品售卖。

梨花开，十里景美；梨果熟、百里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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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海摄影，红枫观光
依托片区彩叶林特色与花海，打造片区特色林相观光休闲产品，花海摄影，为休闲、摄影爱好者提供场所，同时带动林业发展。

4.2 全域项目打造

（6）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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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种植基地 乡村房车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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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民宿、特色体验

4.2 全域项目打造

（6）片区建设意向

大围村房屋现状 房屋改建意向改造意向



100

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

农业科技科普，亲子休闲

4.2 全域项目打造

（6）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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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六大特色片区之五：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
片区位置：片区以丰阳古道为主线，包含沿线丰阳古村、东陂镇区、前江铺、东村、石兰古寨、马带村及冲口村等古村落。
发展主题：千年人文 · 瑰丽风光    
发展方向： 以东陂文旅小镇，二级游客集散中心为核心，辐射丰阳古道及周边景区，形成以古道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

地下河景区为特色引领，生态休闲，产业发展等项目为辅助的特色产业片区。
古道的青石上，依稀还能读到昔日的故事，如茵的芳草中，仿佛还弥漫着往日的茶香。旧时那静默的石拱桥、斑驳的

青砖黛瓦，还在诉说着昔日的荣光。
如今这丰阳古道上，早已没有了游子的餐风宿露和千里奔忙，却新添了几曲田园牧歌，一派盛世繁华 , 千百年来，在这

条青石古道上，走出了连州几十位进士贤人，为古代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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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片区特色旅游资源     

资源特色：洞河奇观、文化多样、村落古色古香、
古道古桥保存完好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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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区主打旅游产品     

依托古村悠久的历史文化，保存完好的建筑形态、以及古道古桥等资源，打造该片区以下主打产品，包括：

古村摄影、特色民宿、特色餐饮、拓展研学、农业
体验、文化体验等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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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片区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4.2 全域项目打造

该旅游片区旅游资源丰富、同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完整的古村实体。借此全域旅游发展契机，将旅游业与其他类型的产业、资源进行融合，形成片区特色旅游产品，

为游客提供更加多样的旅游体验。

片区“+ 旅游”融合模式

文化与旅游融合 乡村与旅游融合 摄影与旅游融合 美食与旅游融合

古道文化

古村文化

历史名人

民俗文化

丰阳古道承载了连州

几百年的人文轨迹，古道、

古街、古桥、古树、古村

等载体向我们诉说着历史。

同时片区名人辈出、民俗

活动众多。借全域旅游发

展良机，挖掘其文化内涵，

打造古道文化研学、古村

体验、名人遗迹观光、民

俗活动演绎，为游客展现

连州文化特色。

十六个中国传统村落
二十三个广东省古村落

乡村风光

·······

乡村旅游，乡村为主

体。为了更好的促进乡村

旅游发展，依托片区优良

的乡村资源，打造古村民

宿体验、恢复部分建筑功

能，做文创餐吧、酒吧、

文创作坊，整个村落以文

创为灵魂进行打造。同时

开展乡村休闲观光等旅游

业态，带动餐饮住宿行业

的发展。

连州摄影之城

众多古村落

优美的自然山水

·······

摄影本是游客旅游途中的

一种常态，但连州作为中国摄

影之城。摄影在这里显得不仅

仅是拍照，更是艺术鉴赏和创

作。凭借众多古村资源，开展

古村摄影，古道摄影等活动。

开通网上摄影作品征集平台，

定期评选获奖作品。带动摄影

爱好者积极性，培育壮大连州

摄影产业。

丰阳牛肉干

东陂腊味

前江葡萄

·······

美食现已经不仅仅作

为一种旅游元素存在，而

是形成了一种旅游产品，

旅游业态。片区美食资源

丰富，借此开展美食旅游，

打造美食街，举办美食节，

出售美食特产，形成连州

美食旅游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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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主要包括石兰寨、东陂、东村、前江铺、丰阳古村，同时马带村、冲

口村人文历史悠久丰富，特色明显。该片区有多条交通干道，二广高速（G55）、国道 G537 等途经，

交通可达性高。片区内的古村落各具特色，人文底蕴深厚，保留了丰富的古村建筑和人文景观。

目前石兰寨、东村、前江铺、丰阳古村村落保护较好，基础设施配套也在逐渐提升，但部分

新建筑破坏了古村落的整体风貌。前江铺旅游配套设施较弱，片区整体美化程度不足；旅游文化

内涵挖掘程度浅，旅游活动单一等诸多因素限制了古村落的旅游发展。

（4）片区现状     

（5）片区总体开发思路

一核三区—联动开发

以东陂文旅小镇为核心，依托丰阳古道历史人文资源、联动串联、南北辐射，
带动丰阳片区与石东前（石兰寨、东村、前江铺）片区和西岸进士文化片区全面开发。

联动开发轴——丰阳古道，文旅串联

一核（东陂文旅小镇）—— 洞河春暖、产
融小镇

丰阳片区——丰阳古驿，古道拾芳

石东前（石兰寨、东村、前江铺）片区——
古道悠悠、商道煌煌

西岸进士文化片区（马带村、冲口村等）——
文化长河、星光璀璨

东陂文旅小镇

联动开发轴——丰阳古道，文旅串联

  

  

 丰阳片区——丰阳古驿，古道拾芳

 石东前（石兰寨、东村、前
江铺）片区——古道悠悠、
商道煌煌

4.2 全域项目打造

西 岸 进 士 文 化 片 区（ 马 带 村、 冲 口 村
等）——文化长河、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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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片区旅游配套     

目前，串联古村落旅游片区的主要干道有二广高速（G55）、G537 国道。其中东村、前江

铺位于国道 G537 边上，整体交通比较便利。

同时配套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游客中心、旅游厕所、医疗设施、购物店、停车场、餐饮设

施、休息驿站等设施，更好的促进古村落旅游片区的旅游发展。

目前东村建设较好，各种服务配套较为完善。前江铺厕所需进行改造增建。东陂镇目前建设

较好，进行旅游服务配套设施提升。新建国道 G537 进入是石兰古寨 2 公里道路。

历史人文生态旅游片区配套设施 

乡村
旅游
“八
小工
程”

东陂镇 前江铺村 东村 石兰寨 丰阳村

垃圾站 1 处 1 处 1 处 1 处 1 处
旅游厕所 丰阳古道精品段需新建一个厕所

停车场 新建停车场 增 加 车 位 35
个

提升已有停
车场 已建 提升已有停

车场

旅游标牌标识 各村落设置标识系统，片区之间设置外部交通指引

A 级旅游景区 将该片区域打造成 A 级乡村旅游景区

医疗站 1 个 —— —— 1 个 1 个

游客咨询服务
中心

二级游客集
散中心

1 个游客咨询
点

1 个游客咨
询点 已建 1 个游客咨

询点

购物商店 1 家 —— —— —— 1 家

其他

餐饮 3 家 —— 1 家 1 家 1 家

民宿 2 家 —— 1 家 1 家 1 家

驿站 —— 1 个 —— —— ——

道路 国道 G537 进入是石兰古寨 2 公里道路。

前江铺

东村石兰寨

马带村

冲口村

二广高速，
湖南方向

G537 国道，三水方向

G537 国道，
连州方向

连南、连山方向

二广高速，
连山方向

东陂
连州地下河

丰阳古村

？

驿

图例：

游客中心

停车场
垃圾站

医疗站

卫生间
餐饮服务

特色购物店
休息驿站
省道
二广高速
高速接驳道路
现状道路
提升道路

游客咨询点

住宿服务

？

驿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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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开发轴——丰阳古道，文旅串联
   丰阳古道自古便是粤湘商业生命线。细致梳理历史文化遗存，利用历史
文化、民俗节庆串联一核两片；对沿线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对沿线农田、
果园进行主题化包装，发挥旅游产业对沿线资源的赋值作用。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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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东陂文旅小镇）—— 产旅融合，乐活东陂
以乡村振兴、旅游促进产业融合为前提，通过农业种植 + 文化（红色文化、本土文化、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长寿文化）+ 旅游 + 衍生经济的开发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把连州东陂旅游特色小镇开
发建设成为以文化、农业产业为基础，集文化展示、休闲度假、亲子研学、科普体验、教育科研
于一体的旅游风情特色小镇。

以产旅融合、乐活东陂为总体发展定位，结合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
闲、情、奇”12 要素，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以点带面，最终提升当地村民生活质量、活化乡村经济，
完善基础配套；实现主客共享理念，主动融入连州全域旅游建设之中。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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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阳片区——丰阳古驿，古道拾芳
通过对丰阳古道沿线开发，激活丰阳古村文旅建设，品质化、精细化；完善

1 座古庙（丰溪古庙）、一条古街（铺头鹅卵石街）、三间祠堂（吴氏宗祠、学
忠公祠、胜求公祠）工程；

做足文化主题，以南唐文化、宗祠文化、红色文化为主要抓手，开发特色民宿、
情景餐饮、购物、古村徒步等传统文旅业态，联动丰富的文化节事庆典，拓展研学、
摄影、新媒体、AR 情景再现、3D 光影展现等创新文旅体验，带动全时全季旅游
发展，全面带动日夜间消费。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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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东前（石兰寨、东村、前江铺）片区
——古道悠悠、商道煌煌

以丰阳古道旅游发展，推动石兰寨、东村、前江铺共同开发，根据各
自文旅资源异同，差异定位，功能互补，联动成片。

重点发展石兰寨住宿、餐饮、购物、文创业态，做精休闲度假品牌。
重点发展东村农业休闲、体验、观光业态，强化农业 + 文化 + 旅游

产业融合；
重点发展江铺商业、娱乐业态，重现古埠风韵。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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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进士文化片区（马带村、冲口村等）
    ——文化长河、星光璀璨

以马带村、冲口村为代表，弘扬连州西岸镇历史文化。打造西
岸进士文化基地，以唐氏公孙三代进士、冲口陈铨、陈铸兄弟进士
为主，形成西岸文化特色，也作为千年漫漫古道上一颗璀璨的明星。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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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东陂古街改造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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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进士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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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古村休闲

民宿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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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片区建设意向

前江铺古街现状 古街改造意向改造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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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4.2 全域项目打造

六大特色片区之六：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
片区位置：以南天门至白牛桥段的骑田岭古道精品段为主要线路，涵盖周边老铺、百土脚、白牛桥、黎水村等几个村落。

通过古道结合古村、古桥、古树等资源的综合开发，形成特色旅游片区。
发展主题：千年古驿 · 遗珠重光    
发展方向：骑田岭古道是连州千年历史的见证，本次片区规划以古道为载体，以古道文化体验、体育产业、摄影为特色，

古村民宿，美食体验，乡村休闲等项目于一体的古道文化主题片区。 
桂阳岭，下下复高高。人稀鸟兽骇，地远草木豪。寄言迁金子，知余歌者劳。——刘禹锡《度桂岭歌》
千年前的古人，不畏深沟高壑，翻山越岭造就了这么一条促进南北文化、商贸互融互通之道。曾经的古驿道，是南北

大通衢间那颗最耀眼的明珠，虽近年蒙尘，岁月荏苒，这段凝寂的时光，又将在不久之将来向世人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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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片区特色旅游资源     

资源特色：古驿道设施保存完好、文化历史悠久、周边环境优良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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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区主打旅游产品   

      依托骑田岭古道悠久的历史文化，保存完好的建筑形态，打造该片区以下主打产品，包括：

古道徒步、特色民宿、户外研学课堂、文化情景体验、
古道乡村活化场景重现等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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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片区旅游融合发展模式

4.2 全域项目打造

该旅游片区旅游资源丰富、同时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完整的古村实体。借此全域旅游发展契机，将旅游业与其他类型的产业、资源进行融合，形成片区特色旅游产品，

为游客提供更加多样的旅游体验。

片区“+ 旅游”融合模式

文化与旅游融合 乡村与旅游融合 摄影与旅游融合 体育与旅游融合

古道文化

古村文化

民俗文化

建筑文化

骑田岭古道历史可追

溯到秦汉时期，历史底蕴

深厚。古村资源丰富，建

筑形态独特。依托全域旅

游发展，大力推进骑田岭

古道修复，打造古道民宿、

古道文化研学、古道观光，

历史文化研究等类型项目。

丰富游客的游览选择。

广东省传统古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

乡村风光

·······

乡村旅游，乡村为主

体。古道为线，古村为珠。

只有古道古村一起开发，

才能形成精致的珠串，才

能散发光彩。依托古村资

源，开发古村民宿，古村

餐厅酒吧，农家乐等项目。

同时打造古道两侧景观，

为徒步游客提供驻足的理

由和念头。形成骑田岭古

道旅游新业态。

连州摄影之城

骑田岭古道

优美的自然山水

·······

摄影本是游客旅游途中的

一种常态，但连州作为中国摄

影之城。摄影在这里显得不仅

仅是拍照，更是艺术鉴赏和创

作。凭借古道资源，开展古道

摄影，同时开发秦汉历史场景。

为秦汉历史剧的拍摄提供场地，

同时推动连州摄影行业发展。

古驿道

古村落

·······

古道徒步是目前举办的较

多的活动，通过发展体育，推动

古道旅游的发展。连州骑田岭古

道同样需根据路段及实际开展古

道越野，古道徒步，古道骑行等

活动。同时极力推动区域联动，

与阳山，湖南临武秦汉古道段

联通，形成完整的骑田岭古道体

验，也为古道旅游发展提供更多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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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片区总体开发思路

一道贯通 -四星闪耀
依托骑田岭古道在连州保留最完整的古道之一 —— 顺头岭古道（白牛桥——

老铺段），通过历史人文场景重现、自然田园风光升级两大要素激活古驿道，贯通
南北，串联三大片区开发；全面挖掘黎水村历史文化潜力，形成游客综合服务片区。

一道——四道合一，千古流芳

老铺开发片——五湖四海，多元聚集

百土脚开发片——古驿悠悠、笑看千古

白牛桥开发片——通津达道，文化枢纽

黎水综合服务片——一条丽水，百年人家

  

  

  

  

 老铺开发片——五湖四海，多元聚集

 百土脚开发片——古驿悠悠、笑看千古

黎水综合服务片——一条丽水，百年人家

白牛桥开发片——通津达道，文化枢纽

4.2 全域项目打造

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主要为南天门——白牛桥精品段。本段保留了较为完好

的古驿道风貌，自然环境优美。但建筑较为陈旧，周边基础配套设施缺乏，需重新

建设驿站咨询点等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4）片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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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土脚

南天门（老铺）

黎水村

骑田岭古道精品段

白牛桥

图例：
停车场
垃圾站

医疗站

卫生间
餐饮服务

驿站

古驿道提升
驿

驿

（6）片区配套设施规划

骑田岭古道南天门至白牛桥段目前现状保持良好，其中古驿道、古桥、古井、
古亭保持良好。目前，旅游配套服务设施较弱，本次规划进行骑田岭古道精品段设
施提升，对三个村进行外立面仿古修缮，古道两侧景观建设，同时增设景观驿亭为
游客提供休息场所。

千年古驿主题旅游片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乡村
旅游
“八
小工
程”

南天门 百土脚 白牛桥 黎水村
垃圾站 已有 1 个（提升） 新建 1 个 已有 1 个（提升） 已有 1 个（提升）

旅游厕所 新建 1 个 改造 1 个 改造 1 个 改造 1 个
停车场 增加 30 停车位 增加 30 停车位 增加 30 停车位 增加 30 停车位

旅游标牌
标识 骑田岭古道精品段标识系统设置

A 级旅游
景区 将该片区域打造成 A 级乡村旅游景区

医疗站 1 个 —— —— 1 个
游客咨询
服务中心 驿站咨询点 —— —— 1 个游客咨询点

购物商店 —— —— —— ——
餐饮 提升已有 2 家 新增 2 家 新增 2 家 新增 1 家

道路建
设

白牛桥到东村江 1.5 公里道路拓宽至六米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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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骑田岭古道主题旅游区

一道——四道合一，千古流芳
骑田岭古道既是军道，亦是官路、商途与民径。自古肩负着南北文化、科技、商业与人才的交流之重责。通过

对历史梳理，在古驿道中重现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场景，让游客全方位感悟古道与文化互融交织的历史厚重感。
做好“1 道（古驿道）、3 亭（额眉亭、怀清亭、南天门）、4 泉（大井、两头泉、龙凤泉、低泉）”修复、

复原及景观升级工程，恢复千年胜景；沿线配合山体、田园风光景观升级，开发驿站、小型主题特色购物、轻餐饮，
带动二次消费。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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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骑田岭古道主题旅游区

老铺开发片——五湖四海，多元聚集
重现老铺村“十家九姓”、南北商家汇聚之多元文化聚集特色，依托

古驿道旅游开发，以连州“伙铺”形式，重点打造青年旅社、驴友之家、
主题购物、酒吧、情景餐饮等配套设施；以旅游产业辐射周边，开发民宿、
本土特色餐饮、购物业态。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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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土脚开发片——古驿悠悠、笑看千古
古岭脚下，清泉洌洌，古道悠悠，百土脚片区以秦汉古文化为核心，

以度假民宿、文化沙龙、商务会议、茶馆、主题餐饮为载体，精细化打造
文创主题休闲服务片区。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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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秦汉古驿道主题旅游区

白牛桥开发片——通津达道，文化枢纽
白牛桥作为古代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交汇枢纽，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联动丝绸之路、古驿道文化主题综合开发，打造海丝文化沙龙，传统文化
研学基地、主题休闲度假民宿等旅游产品体系。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126

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

4.12 秦汉古驿道主题旅游区

黎水综合服务片——一条丽水，百年人家
黎水村古村落保存完好，特别是楼村古锅耳楼极具开发潜力；临近

G234 国道，交通便利。未来的开发中，黎水将成为骑田岭古道主题旅游
区的综合服务片区。结合民俗文化巡游、节事庆典、文化研学、AR 场景、
3D 光影等文化体验，强化文化科普功能，片区重点开发休闲民宿、情景
餐饮、游客服务中心、旅游交通、物流等基础配套设施，全面服务骑田岭
古道主题旅游区。

4.2 全域项目打造
（7）片区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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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风云场景再现——秦汉文化影视基地
（7）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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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古道风貌，还原历史风情。
（7）片区建设意向

着重加强对古驿道路面的保护，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修复古驿道，保证古驿道历史遗存。

4.2 全域项目打造

南天门现状 房屋外立面改建意向建设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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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骑田岭古道驿站寻踪古人足迹，体会古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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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田岭古道民宿建设 古村土屋创意餐厅

（7）片区建设意向

4.2 全域项目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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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八个支撑项目

1、连州地下河
2、连州摄影小镇
3、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
4、福山福寿文化景区
5、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
6、天龙峡——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
7、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8、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特色资源、重点开发、支撑发展

福山福寿文化景区

连州地下河

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

天龙峡——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

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连州摄影小镇

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
( 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

态旅游区 (AAAA、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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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1）连州地下河

连州地下河景观大道意向效果 连阳龙头景区区域联动

强化基础建设，加强周边带动，区域联动，形成连阳旅游新势力
连州地下河是清远市唯一的国家 AAAAA 级景区。目前，外部交通条件制约了连州地下河景区的发展，限制了与周边景区、城镇的互动。

因此，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是连州地下河景区的首要突破点。交通方面，优化地下河景区连接国道、高速的路段，形成地下河景区景观大道。依托地下

河景区、东陂镇、冯达飞故居、东方红兵工厂、白家城中国传统村落、东陂石板街、东陂腊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资源，通过资源整合，形成旅游合力，

打造东陂文旅小镇，带动东陂镇及周边村落经济发展。

由于连阳片区目前高铁、机场等交通条件的限制，受车程的影响，片区单一的旅游景点对游客而言，旅游性价比较低。现阶段，应加大区域联动，强强联合，

形成以连州地下河 AAAAA 级景区为首，串联连南千年瑶寨（AAAA）、连山县城（AAA)、阳山广东第一峰旅游景区（AAAA）、古驿道为代表的新产品。

通过连阳地区各县市龙头景区的串联，形成连阳地区旅游新势力，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湘南、桂东的游客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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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阳龙头景区区域联动

4.2 全域项目打造

（2）连州摄影小镇

擦亮连州国际摄影品牌名片、推动连州摄影产业
连州是“中国摄影之城”，每年举行的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能够吸引众多国际国内摄影爱好者。本次规划，打造“摄影 + 旅游”融合发展模式。连州可

通过举办除连州摄影年展之外的其他摄影活动，如定期举行网络摄影作品投稿评奖活动进一步扩大连州摄影文化的影响力，形成连州摄影艺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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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3）湟川三峡省级旅游度假区（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 (AAAA)、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

打造连州省级旅游度假区——形成连州生态度假地标
整合湟川三峡 - 龙潭文化生态旅游区（AAAA）和连阳擎天田园综合体旅游资源，融合鹧鸪坪——马面滩沿岸资源，打造湟川三峡旅游度假区，做强

连州度假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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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4）福山福寿文化景区

福山是道教第四十九福地，是连州福寿文化的聚集点。在现有景区基础上，进行项目充实，设施提升，文化主题加强，打造成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重点整改内容包含：景区游客中心、旅游厕所、景区入口、景区卫生环境、内部交通环境、标识系统、购物休息观景设施、管理措施、景区环境保护

措施，文化氛围加强、智慧旅游体系建设等。      

强化福寿文化、打造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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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5）杨梅洞生态旅游度假区

生态采摘体验 + 溶洞观光 + 休闲度假

溶洞差异化发展，打造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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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6）天龙峡——潭岭天湖旅游度假区

目标：旅游度假区、国家AAAA级景区——生态天湖、旅居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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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7）大东山温泉旅游度假区

温泉体验主题化，打造国家AAAA级景区
依托现有建设，升级景区服务，优化产品结构，将景区打造为国家 AAAA 旅游景区



139

连州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

4.2 全域项目打造

（8）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以奶牛产业为特色，打造高山农牧生态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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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N 个储存项目

项目 开发思路 主要项目

连州红色文化基地

同时，借助连州丰富的红色文化遗迹，打造红色文化博物馆，结合军工文化，打
造室内战场，提供拓展活动项目。在以红色主题为主的基础上，丰富厂区的业态，
打造红色文化餐饮餐厅，红色舞台剧表演，抗战影院的建设，抗战影院主打抗战

纪录片，电影。形成景区的一大特色项目。

红色文化博物馆、室内战场、红色文化餐厅、红色文化
展览馆等

房车露营基地 依托区位优势及交通特点，在连州打造房车营地 2 处。 房车基地，服务中心，餐厅，厕所等

古村落 依托连州二十三个广东省传统古村落和十六个中国传统村落优势，提炼各村文化
特色，打造特色项目，共同开发连州传统古村游。

民宿，房屋立面改造，乡村文化广场建设等

东岳行宫户外拓展基地 打造徒步、登高、祈福等为主要功能的驴友深度体验圣地。 厕所等配套、露营地

其他村落 整合连州具备红色文化，农业产业资源，特色景观的村落资源，进行条件筛选，
有条件发展旅游的进行旅游开发，条件不足的可进行村容村貌提升。 休闲公园、活动场地、厕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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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域项目打造

N 个储存项目

房车营地 古村落东岳行宫拓展基地

乡村旅游 红色文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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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品体系规划

连州市发展全域旅游，公共服务是基础，旅游产品是核心。通过打造适合连州、适合游客、适合当地居民发展的旅游产品体系，保证连州全域旅游健

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本次规划，通过实地考察、周边区域分析，将连州旅游产品体系定义为：四大产品框架、五大产品体系、二十大产品类型。

全景旅游产品框架：打造连州全方位、全空间水上旅游、陆地旅游、天空景观、地下景观、人文旅游等旅游产品；

全季旅游产品框架：打造连州全年度、全季节旅游产品，以春赏花、夏品果、秋登高、冬赏雪等活动打造连州四季可游的景象；

全时旅游产品框架：打造连州全天候、全时段旅游产品，打造“日光体验和月光体验”旅游产品，保证游客白天晚上都有游玩项目；

全产旅游产品框架：打造连州全产业、全类型旅游产品，打造蕴含文化、农业、工业、康养、加工业气息的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不同特色的“吃住行游娱购“服务。

4大产品框架：

5大产品体系：

旅居康养产品：

古驿道文化

山水观光

户外拓展

研学旅游 亲子休闲 民宿旅居 节庆活动

温泉旅居

红色文化

物候观赏

生态休闲

生态旅居

湟川文化

农业休闲 乡村休闲

自驾休闲 体育活动

美食康养 旅居康养

民族民俗文化文化体验产品：

生态休闲产品：

运动休闲产品：

其他旅游产品：

20大产品类型：

4.3.1 产品体系打造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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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产品体系规划

4大产品框架——全景 4大产品框架——全季

4大产品框架——全时 4大产品框架——全产

水上
景观

以“产业 + 旅游”模式，打造农业 + 旅游
                                                   美食 + 旅游  
                                                   康养 + 旅游
                                                   艺术 + 旅游
                                                   节庆 + 旅游等全产业旅游产品体系。

通过全时旅游产品打造，形成连州日间与夜间的旅游活动，为游客
提供全天候的游览体验。              

摄影 + 旅游康养 + 旅游

天空
景观

地下
景观

冬雪

夏果

陆地
景观

秋叶

春花

4.3.2 四全产品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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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风情体验产品 旅游度假产品 专项旅游体验产品

根据连州全域旅游项目体系，形成三大主题产品：乡村风情体验产品、旅游度假产品、专项旅游体验产品。

4.3 产品体系规划
4.3.3 三大主题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