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 保护培育风景

文本

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目前的保护界线不明确， 风景区要求和限制性措施不严， 使得一 些建设和居民活动对风景区产生了不良影响。 此外， 风景区虽然风景资

源类型丰富， 但是景观价值较高的一级景点偏少， 且景点较分散。 未来风景区的规划建设中， 在切实保护现有风景资源的同时， 还必须依据相关规划充实、 提高现有景点的

景观价值和环境品位， 着重建设和培育新的景点， 逐步完善景观效果和游览内容。

3、 充分利用资源

风景区内有国家级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湖泊风光、 热带风情、 古寺庙、 古建筑， 有众多的人文景观， 文化名人汇萃， 历史传说众多， 可开发利用的风景资源极为丰富，

许多有价值的景物、 景观和历史文化素材都可以开发成很好的旅游产品。

4、 造福子孙后代

风景旅游资源是国家宝贵的、 不可多得的财富，其价值会随着风景区的不断完善和时间的推移而增值。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是滇西地区难得的集山、 湖、 河、

林及田园风光等多种风景类型于一 体的风景区， 资源开发潜力很大， 客源市场稳定， 保护建设好风景区必然会造福于子孙后代。

第五条 规划范围

博南古道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120.34 平方公里。综合考虑风景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历史传统与社会经济的延续性， 地域单元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开发、 建设、 管理

的可行性， 本规划将博南古道风景名胜区划分为澜沧江峡谷中段、 保山市中心城区、 高黎贡山 璐江热坝三个风景片区。

1、 澜沧江峡谷中段风景片区

澜沧江峡谷风景片区位于保山市隆阳区东部， 主要为水寨景区， 涉及水寨乡上江边村， 新路村、 水寨村、 平坡村四个村民委员会。以平坡村澜沧江永昌古道、 兰津渡及

霓虹桥、 霓虹桥摩崖石刻为主要景点。 整个澜沧江峡谷风景片区的面积为：4.99 平方公里。

2、 保山市中心城区风景片区

中心城区风景片区位于保山市中心城区， 分为板桥景区、 金鸡景区、 龙王塘景区以及中心城区景区四个景区。

其中， 板桥景区：主要涉及世科村和唐家村两个居民委员会， 面积为0.07平方公里；金鸡景区：主要涉及黄毛村和金鸡村两个村民委员会， 面积为0.88 平方公里；龙

王塘景区：主要涉及郎义村、 孟关村、 双脉村、 卧佛村和乌龙村五个村民委员会， 面积为1.56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景区主要涉及汉庄镇、 九隆街道、 兰城街道、 永昌街道，

- 5 -



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面积为38.57平方公里。 整个中心城区风景片区的面积为41.07平方公里。

3 、 高黎贡山 璐江热坝风景片区

高黎贡山风景片区位于保山市隆阳区西部， 分为四个景区，分别为芒宽景区、 百花岭景区、 璐江景区、 以及高原湖泊景区。

文本

其中，芒宽景区： 包含以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 芒宽村、 芒龙村、 新光村为主的芒宽彝族傣族乡， 面积为12.39平方公里；百花岭景区： 包含以百花岭村级高黎贡山自

然保护区为主的芒宽彝族傣族乡，面积为30.86平方公里；1路江景区： 包含以坝湾村、 香树村、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为主的璐江镇，面积为22.47平方公里；高原湖泊景区：

包含大海坝和小海坝及周围山体，面积为8.56平方公里。 整个高黎贡山风景片区的面积为74.28平方公里。

第六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2021年 2035年， 其中：

规划近期：2021 2025年；

规划远期：2026 2035年；

各阶段的具体划分为： 规划初期（2021年 2025年）， 在风景名胜区内、 外部建设的配合下，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规划远期（2026年 2035年），处于巩固阶段， 需

着手考虑进 一 步的发展， 各项建设基本完成， 整个风景名胜区处于持续发展阶段。

第七条 风景区性质

博南古道风景名胜区的性质为：以博南古道为主线，地史景观、 自然景观、 人文景观为载体，永昌文化及民族风情为灵魂，以云南省及东南亚为主要客源市场，集休闲

度假、 游览观光、 寻幽探秘、 科研科考功能为一 体， 国内及东南亚具有 一 定知名度的省级风景名胜区。

第二章风景资源、评价

第八条 风景资源构成

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内风景资源类型多样，种类齐全。 拥有山岳雄姿、 峡谷奇观、 湖泊温泉、 瀑布溪流、 森林草甸等自然资源景观，具有生物成分新老兼备，

南北混杂，珍稀、 子遗、 特有物种丰富等特征，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使得保山市博南古道省级风景名胜区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保山市博南古道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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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赋值 评价因子 权重 评价依据及赋分分值

(3) 其他设施 具有很好条件（3-4分）

(4) 客源市场 具有较好条件（2-3分）

(5) 运营管理 具有一般条件。分以T)

(1) 面积 具有很大规模（4-5分）

(2) 体量 具有较大规模（3-4分）
规模范围 5 

(3) 全问 具有中等规模（2-3分）

(4) 容量 具有较小规模（2分以T)

2、 分级标准

特级景源： 对景区起决定性影响作用， 评分值在90分以上， 且具有珍贵、 独特、 世界遗产价值和意义的景源。

一级景源： 对风景名胜区起主要影响作用， 评分值在80分至90分之间， 且具有名贵、 罕见、 国家重点保护价值的景源。

二级景源： 对风景名胜区起较重要影响作用， 品位较高， 评分值在70分至80分之间， 且具有重要、 特殊、 省级重点保护价值的景源。

三级景源： 对风景名胜区起一定影响作用， 具有 一定价值和游线辅助作用， 有市县级保护价值， 评分值在50分至70分之间的景源。

四级景源： 对风景名胜区起一 般性影响作用， 具有 一 般价值和构景作用， 评分值在50分以下的景源。

第十一条 风景资源评价结论

文本

一级景源为活化石井牛观察所、 汤习河谷树厥林、 杜鸭花走廊、 怒山高原湖泊、 三叠水公园、 光尊寺建筑群、 史迪威公路走廊带、 云崖卧佛寺、 霓虹桥摩崖石刻、 兰津

渡及霓虹桥、 金厂河温泉、 水寨梯云路等12 处， 占参评总数的46%;

二级景源为百花岭公园、 永昌古道、 滇西抗日斋公房战场、 梨花坞、 澡塘河飞瀑、 大保公园、 百花岭观鸟基地、 大保公园碑林、 玉佛寺等 9处， 占参评总数的35%;

二级景源为龙王塘农民公园、 古城寺、 城西石棺墓、 卧牛寺等4处， 占参评总数的15%;

四级景源为榕树1处， 占参评总数的4%。

景源评价结果特点： 高级别景源在数量上人文景源与自然景源相当， 博南古道风景名胜区突出价值在文化史迹上。 一级景源占有 一定比重， 说明风景名胜区在国际和

全国范围内具有 一定吸引力。 一级景源中， 人文景源与自然景源各占50%， 表明博南古道风景名胜区的人文景观资源和自然景观资源在省内和地区范围均将具有相当大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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