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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旅游

旅游旅游 主办：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随州日报社

缘聚大洪山 共谋新发展
——随州市大洪山风景名胜区招商要览

这里是生态胜地、资源宝地，

每一刻您都可惬意地呼吸，每一天

都是诗情画意。

这里是投资高地、兴业福地，

您赢取的不止是财富，还有人生的

大自在、人生的如意。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湖北

省中北部，地处随州、荆门两地结

合部，毗邻福银高速、随岳高速、麻

安高速，交通便捷，距武汉 190 公

里，距襄阳 130公里，是休闲、度假、

避暑、康养、投资的首选之地。景

区总面积 305 平方公里，其中随州

境内 127平方公里。1988年 8月被

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2006年以来，大洪山先后被评

定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AAAA
级景区”“全国第四批青少年教育

基地”。景区中心集镇长岗镇，先

后被评为“中国特色小镇”、“国家

级生态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

自在，是人生最好的状态。生
活如此，生意亦如此。

在湖北随州，在大洪山，您尽
可 随 心 随 愿 ，实 现 最 自 在 的 状
态。

在这里，您可以自在地欣赏风
景。清早伴鸟鸣苏醒，看雾霭起起
伏伏；晴夜与星空作伴，邀连绵群
山共饮 。山花、古木，奇石、溪
水，望刹、佛塔，松林、峰峦……每
一处都能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每
一 秒 都 行 走 在 色 彩 斑 斓 的 画 廊
里。“春赏樱花夏赏绿，秋赏红叶冬
赏雪”“四季大不同”的体验，让您
的生活日常，成为别人眼中艳羡的
风景。

在这里，您可以自在地健身养
生。在环山公路骑车，在千佛古道
漫步，在山涧瀑布戏水，在丛林绝
壁攀岩……倦了，在天然氧吧来个
深呼吸，抬眼望望山，侧耳听听风，
时光，在这一刻也柔软了下来；饿
了，炒一碟大洪山香菇，泡一碗野
生葛粉，更有焖土南瓜、炖黄牛肉
等纯天然农家风味，为您的养生之
旅增色添彩。

在这里，您可以自在地经营人
生。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在

“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
态牌”的基础上，正全力发展观光
经济、体验经济和林下经济——商
机处处，俯拾即是。丰富的资源，
优厚的政策，成熟的项目，任您挑
选……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随
心随愿地，自在大洪山。在楚北天
空第一峰，在白龙天池畔，在洪山
禅寺外，在千年古银杏树下，我们，
在等您。

随
心
随
愿
地

自
在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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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大洪山金秋看点推荐意向招商项目

绿色资源：大洪山是鄂中绿宝石，素有
“武汉后花园”的美称。它是一个生物的王
国，既有南北过渡的特点，又有东西交叉的痕
迹。树种 75科 1400多种，有成片的原始次森
林，有全国最大的古银杏群落。珍稀树种有
银杏、青檀、楠木、椴木、杜鹃、对节白腊等。
动物 31 科 1300 多种，珍稀的有娃娃鱼、金钱
龟、黄腿白鹭等。

气候资源：大洪山山清水秀，冬暖夏凉，

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地，具有“一山分四季，十
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是夏季避暑的理想场
所。

溶洞资源：7000 万年前燕山运动，大洪
山由海洋变成陆地。由于在沉积岩基础上火
口喷发，整个山体镂空，有数百个洞穴，构成
洞穴奇观。随州境内有两王洞、仙人洞、双门
洞、大小黄岩洞等。

河湖资源：大洪山历史上叫大湖山，是涢

水、大富水发源地，具有众多火山口湖，号称
“百湖之山”。海拔 840 米的空中瑶池——白
龙池和台湾的日月潭、吉林长白山天池、新疆
天山天池一起构成全国著名的四大火山口
湖。位于“楚北天空第一峰”——宝珠峰上的
黄龙池，宛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大洪山顶。

历史文化资源：大洪山是中国佛教的重
点丛林。洪山寺历来为佛教文化的祖师道
场，历代帝王多有赐名，其佛法远播日本、东
南亚，在佛教界享有盛誉。武汉宝通禅寺及
洪山区的名称来历均源于大洪山。大洪山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西汉末年绿林起义、明
朝明玉珍起义、清末赵邦璧起义都在大洪山
立寨。大洪山近百个革命遗址，反映了李先
念、陶铸、陈少敏等革命家的生涯。

长寿资源：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气
候，决定了大洪山是人类最适宜的居住环境
之一，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大洪山区域的人均寿命
居全国前列。

山岳资源：大洪山从平原拔地而起，境内
99 峰 61 岩，从平地到山顶相对高度大都在
1000 米左右，山峰多数坡陡、顶平，遗留数百
个古战场、古山寨，一个山寨有一段传奇的历
史。随州境内以青龙寨、榔头寨、冷皮垭遗址
而著名。地跨随州、荆门两市的占地达一万
多平方米的青龙寨，保存了完好的古城堡、古
城墙，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

大洪山金秋看点推荐大洪山特色资源

1.养生养老产业园

该项目位于大洪山长岗镇新区，具有良好的
区位优势、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和政策优势，已纳
入全市“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目前，大洪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依托 4A 景区，从长岗
新区划出 600 亩土地用于建设该项目，现已完成
前期土地收储、房屋拆迁、三通一平等基础配套
工程，并组建了服务专班，全程为该项目进驻做
好保障和服务工作。该项目建成后可满足 2000
人的健康养生养老需求，打造华中地区高品质的
颐养家园。

同时，将提供约 500 人的就业岗位，预计年
经济效益达到 1.5亿元。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0亿元。
2.洪山坪溶洞群

大洪山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溶洞多达上百
个。在大洪山主峰北侧周边分布有仙人洞、双门
洞、大小黄岩洞等，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溶洞群。
其整体特征是：景象瑰丽壮观，幽深莫测，洞中有
洞，洞内山水并存，钟乳石千姿百态，极具观赏和
开发价值。项目建设主要对溶洞群进行整体开
发，整治周边环境，完善配套设施，打造集溶洞景
观和乡村休闲旅游于一体的高品质景区。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6亿元。
3.白庙冲乡村嘉年华

该项目位于大洪山长岗镇喻家湾村白庙
冲。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实现乡村建设“生存、生产、
生活”的“三生”建设宗旨，将农业生产、农产品产
销、农业观光休闲、乡村度假集于一体，在保障乡
村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农业、加工业、
服务业的有机结合，在有限的空间里充分赋予乡
村的产业功能、休闲功能、文化功能、社区功能，
打造“农业+文旅+地产”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

模式。项目建成后，预计景区年游客接待数量将
达到 30万人次。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8亿元。
4.观音河汽车营地公园

观音河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熊氏祠村，距离麻
竹高速大洪山东连接线 6 公里，与大洪山核心景
区相距 10 公里。园区规划面积 3000 亩，有约 3
公里的丹霞地貌大峡谷、大小观音洞 2处、瀑布 1
处（长约 50 米，落差约 65 米）、库容约 96 万 m3水
库 1 座。景区内自然资源丰富，石林景观独特，
森林植被良好。重点打造以汽车营地为核心，融
合乡村旅游、农业体验、水上娱乐、野外攀爬、户
外拓展、养生休闲等于一体的大型主题公园。建
成后，将与大洪山核心景区相映成趣、特色互补，
必将成为大洪山又一网红景区。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亿元。
5.大洪山溯溪

大洪山溯溪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绿水村洪山
河，长约 6 公里。沿河有茂密的树木遮挡，溪底
怪石嶙峋，景观奇异，山、林、溪、石相映成趣，是
旅游、休闲、度假、野外拓展极佳的理想处所，适
合青少年及中年人暑期休闲度假，具有极高的旅
游开发价值。

项目所在地处于大洪山核心景区，属原生态
溪流、林木、山石资源，可融合索道、索滑、吊桥、
泛舟、攀爬、野营、采摘、农业体验、木屋露宿等项
目统筹开发建设。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3亿元。

6.青龙寨

青龙寨位于大洪山长岗镇庹家村刘家寨山
顶，海拔高度 650 米，距离 333 省道 6 公里，为西
汉末年绿林军起义遗留的古山寨。山寨长 800
米，宽 300 米，呈巨大的椭圆形盘旋山顶，总建筑
面积 24 万平方米。城墙高 3—5 米，厚 1—2 米，
全部用石头垒砌而成。青龙寨规模宏大，气势磅

礴，设计精妙，工艺精湛，是古山寨的代表作，是
古代大洪山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青龙寨是
大洪山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山寨，
是绿林军起义的历史见证。投资开发项目可恢
复山寨旧貌，将大洪山的绿林文化、地质文化融
为一体，并结合当地旅游，打造一处集休闲、观
光、体验为一体的 4A景区。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5亿元。
7.鸳鸯河禅修谷

鸳鸯河禅修谷位于大洪山长岗镇熊氏祠村
鸳鸯河，背靠大洪山主峰宝珠峰，毗邻景区游客
服务中心和长岗新区。整个峡谷长约 3 公里，平
均宽约 500 米，面积约 2500 亩，属涢水河源头。
峡谷两边青山相伴，中间溪流穿行，环境优美宁
静。项目将重点以养生、静心、休闲、禅修为主题
打造建设。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6亿元。
8.三眼泉生态湿地度假区

三眼泉位于大洪山长岗镇洪山坪村，距离省
道不到 1 公里，因有 3 处泉眼而得名。泉水常年
不断，日出水量约 2000 吨，紧临泉眼有三眼泉水
库 1座，水面面积约 200亩，库容 50万 m3。

整个片区占地约 1000 亩，山、水、林、石、泉
和谐相生，自然环境优美，资源独特，被誉为大洪
山的“西溪湿地”。适宜建设以休闲度假为主题，
配套养生养老、湿地观光、户外体验、亲子互动、
水上娱乐、旅游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
假区。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3亿元。
9.现代农业类项目

利用大洪山独特的环境和资源优势，兴办现
代农业项目。主要包括：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和
农产品加工、销售、出口业，特别鼓励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繁荣乡村旅游的优
势特色产业。项目估算总投资：根据产业规模大
小约 5000万元至 5亿元。

联系单位：大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大洪山招商局

联系电话：0722-4832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