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2019 年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名单 

编号 省份 森林康养基地名称 申报单位名称 

1  北京 北京市密云区半山温泉森林康养基地 北京海湾半山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2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官港森林康养基地 天津市官港森林湿地公园 

3  
河北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白草洼森林康养基地 滦平县靳家沟国营林场 

4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大自然森林康养基地 河北金源绿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  

山西省 

山西省临汾市古县祖师顶森林康养基地 古县国有林场 

6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云丘山森林康养基地 乡宁县云丘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7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蔡节村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蔡节红叶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8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省中条山国有林管理局十河林场 

9  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药林寺森林康养基地 平定林场 

10  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福山森林康养基地 古交市福福山生态源开发实业有限公司 

11  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太岳山五龙壑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省太岳山国有林管理局青岗坪林场 

12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六棱山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省大同市桦林背林场 

13  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交通绿化苗木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路桥建设集团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14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石膏山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石膏山旅游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昌源河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昌源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 

16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南岭底村森林康养基地 平遥县东泉镇南岭底村民委员会 

17  山西省临汾市隰县紫荆山森林康养基地 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油松种子园 



18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红崖峡谷森林康养基地 灵石县青龙山庄自然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 

19  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恒山森林康养基地 大同市恒山林场（恒山国家森林公园） 

20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市蔚佳领森林康养基地 潞城市蔚佳领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1  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关帝山刘家嶂森林康养基地 关帝山国有林管理局三道川中心林场 

22  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圣天湖康养基地 芮城圣天湖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3  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清云寺森林康养基地 高平市清云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4  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金山森林康养基地 山西金山森林休闲度假区有限公司 

25  

内蒙古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敖汉温泉健康城森林康养基地 赤峰敖之源医养产业有限公司 

26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绰源林业局森林康养基地 绰源林业局 

27  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兴安盟好森沟森林康养基地 
内蒙古兴安盟五岔沟国有林管理局 

内蒙古兴安盟好森沟国家森林公园 

28  

辽宁 

辽宁省沈抚新区丰远热高森林康养基地 丰远集团有限公司 

29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参仙谷生森林康养基地 
新宾满族自治县生态养生有限公司 

新宾满族自治县会志林场 

30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铧尖子梦幻谷森林康养基地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辽东节能环保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31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庙子沟森林康养基地 朝阳市龙城区燕山湖兴旺果树专业合作社 

32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青松岭森林康养基地 
辽宁青松岭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新宾满族自治县陡岭林场 

33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老秃顶子森林康养基地 辽宁老秃顶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34  

吉林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琵岩山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省中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35  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溪谷森林康养基地 临江市溪谷森林公园旅游度假有限公司 

36  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岭上枫林森林康养基地 临江市领上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37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尝德康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省尝德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农安分公司 

38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大贝花海森林康养基地 长春市九台山区大贝花海乡村旅游有限公司 

39  吉林省松原市天河谷温泉旅游度假森林康养基地 松原市天河谷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40  吉林省舒兰市鹭岛桦林湾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振霖科技有限公司 

4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龙湾群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龙湾群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42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湾沟林业局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省湾沟林业局 

43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市亚光湖森林康养基地 长白山森工集团大石头林业有限公司亚光湖旅游分公司 

44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长白山鲁能胜地森林康养基地 吉林鲁能漫江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45  
黑龙江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呼玛县金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呼玛县金山林场 

46  黑龙江省鹤岗市萝北县鹤北林业局森林康养基地 黑龙江省鹤北林业局 

47  

江苏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南云台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连云港市南云台林场管理处 

48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森林温泉森林康养基地 东海青松岭温泉疗养院有限公司 

49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平山森林康养基地 
南京六合平山林场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0  
浙江 

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猴王谷森林康养基地 文成县猴王谷风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51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仙霞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辉煌集团有限公司 



52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政府龙山街道办事处 

53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十里景溪森林康养基地 安吉县报福镇景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54  浙江省龙泉市丽水市泉灵谷森林康养基地 龙泉市泉灵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5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龙王村森林康养基地 安吉县上墅乡龙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56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龙山森林康养基地 
湖州莫干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中厚明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7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红豆杉联盟森林康养基地 
浙江森杉红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联盟村村民委员会 

58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门秘境森林康养基地 杭州金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9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四海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国营浙江省永嘉县四海山林场 

60  
安徽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安梧桐里森林康养基地 太和县梧桐里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1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珩琅山玫瑰谷森林康养基地 月上西河（芜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62  

福建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桃源最氧睡眠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大田县赤头坂国有林场 

63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天芳悦潭森林康养基地 
清流县天芳悦潭疗养有限公司 

三明鲲鹏实业有限公司 

64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侠天下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省侠天下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65  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境元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绿圣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6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岁昌福地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岁昌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67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幸福庄园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之光生态旅游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68  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仙风山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省周宁国有林场 

福建仙风小居酒店有限公司 

69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鼓岭（鼓山）森林康养基地 福州市鼓岭旅游度假区（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70  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龙漈延灵谷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省龙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1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天柱山欢乐大世界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天柱山欢乐大世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72  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匡山生态森林康养基地 浦城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73  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邵武市国有林场 

74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梅花山森林康养基地 梅花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75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永泰野生动植物森林康养基地 清控（福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76  福建省福州市中欧康养特色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健工新上古健康发展有限公司 

77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丹阳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昌森林业投资有限公司 

78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格氏栲森林康养基地 三明市三元格氏栲森林旅游公司 

79  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天斗生态森林康养基地 福建省天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80  

江西 

江西省上饶市柚海庄园森林康养基地 江西省柚海庄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81  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东浒寨森林康养基地 
修水县东浒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九江缃云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82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德晖·江畔森林康养基地 江西德晖实业有限公司 

83  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福寿圣汤森林氡硒温泉森林康养基地 江西福寿圣汤置业有限公司 

84  山东 山东省威海市宏福养老森林康养基地 威海宏福养老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85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东阿黄河森林康养基地 东阿黄河森林公园管理处 

86  

河南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大别山西河森林康养基地 河南大别山西河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7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淇河森林康养基地 河南省卢氏淇河林场 

88  河南省平顶山市汝州市九峰山森林康养基地 汝州国家级森林公园九峰山景区 

89  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森林康养基地 河南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0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重渡沟森林康养基地 栾川县重渡沟风景区有限公司 

91  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汉山森林康养基地 灵宝汉山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2  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黄柏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国有商城黄柏山林场 

93  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丰润园森林康养基地 焦作市禾正茂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94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鸡公山森林康养基地 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95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陶湾南沟森林康养基地 栾川陶湾南沟森林康养基地 

96  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万花谷森林康养基地 栾川万花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97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永震园林森林康养基地 夏邑县永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98  河南省鹤壁市白龙王太极文化养生园森林康养基地 中合（鹤壁）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台资） 

99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杜仲森林康养基地 
鄢陵县彭祖康养文旅有限公司 

鄢陵县五彩大地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100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园森林康养基地 鹤壁市鹤硒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1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龙凤山景区颐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 洛阳龙凤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102  河南省孟州市孟州省级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河南省孟州省级森林公园 



103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锦源森林康养基地 
郑州顺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中牟县林场 

104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峡南津关大峡谷森林康养基地 宜昌南津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05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三角山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三角山昊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06  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阳台山村森林康养基地 华家河镇人民政府 

107  湖北省武汉市听花谷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亿和乡创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8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马家河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马家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9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国有大水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保康县国有大水林场 

110  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昕泰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晨昱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11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蜡梅谷森林康养基地 保康县融成美境生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12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牛迹山绿托邦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绿托邦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113  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八峰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省八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楚天香谷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楚天香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15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龙山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省国有通城县黄龙林场 

116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七峰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省阳新县七峰山林场 

117  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彭场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荆门市彭场林场 

118  湖北省恩施市青云崖森林康养基地 恩施中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19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花湾森林康养中心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花湾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0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泉水寨国际养生城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泉水寨颐馨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1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太和梅花谷森林康养基地 十堰太和梅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22  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盘石岭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湖北承天府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23  

湖南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白云山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省石门县白云山国有林场 

124  湖南省郴州市资兴市滁口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资兴市滁口国有林场 

125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苏仙岭-万华岩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苏仙岭-万华岩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126  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大溪唐文化风景区森林康养基地 上海仁智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桂阳分公司 

127  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绥宁县堡子岭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省绥宁县堡子岭国有林场 

128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九龙江森林康养基地 汝城九龙江中惠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9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石燕湖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省广通石燕湖生态旅游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130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森林康养基地 桃江县桃花江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131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熊峰山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熊峰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湖南神乐生态庄园有限公司 

132  湖南省衡阳市常宁市方家桥森林康养基地 湖南天堂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133  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孟公山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永州市孟公山国有林场 

134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青坪森林康养基地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青坪国有林场 

135  

广东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香草世界森林康养基地 广东清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36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野趣沟森林康养基地 河源市野趣沟旅游区有限公司 

137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梁化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惠州市家森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国有梁化林场(广东梁化森林公园管理处) 



138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神谷森林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肇庆市神谷森林小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39  粤港澳大湾区南药产业园森林康养基地 广东省大南药林下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140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华辰玫瑰庄园森林康养基地 
广东华辰玫瑰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华辰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1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金钟山森林康养基地 肇庆市世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高要金钟山森林公园 

142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金穗森林康养基地 梅州市金穗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43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霞涌森林康养基地 惠州大亚湾保和置业有限公司 

144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白沙镇森林康养基地 台山市润侨康养投资有限公司 

145  广东省阳江市国有花滩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阳江市国有花滩林场 

146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群爱森林康养基地 广州田园牧歌农林有限公司 

147  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云峰山森林康养基地 南雄市云峰山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48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山国际智慧森林康养基地 中民国控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49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花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广西源之源生态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  

海南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红树林艺术森林康养基地 
海南演东国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东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51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热沐吧森林康养基地 海南热沐吧生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52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罗蓬绿色文旅森林康养基地 海南吉品汇服务有限公司 

153  海南省沉香文化农业旅游观光园森林康养基地 海南瑞香园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4  海南省中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试验站森林康养基地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试验站 



155  

四川 

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老峨山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省老峨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56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青心谷”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百朝乌龙茶叶有限公司 

157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心道天堂森林花海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心道天堂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58  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七洞沟森林康养基地 宜宾市长宁县七洞沟旅游风景区有限公司 

159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森林康养基地 雅安众信龙苍沟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 

160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府红谷耕读桃源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瑞景康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61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四季绣森林康养基地 广元市利州区四季绣生态农庄 

162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宣汉高峰岩森林康养基地 达州市铭远生态林业有限公司 

163  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大峡谷森林康养基地 旺苍县林产有限公司 

164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龙泉山聚峰谷森林康养基地 四川聚峰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65  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台山森林康养基地 邛崃市平乐古镇天台山景区管理局 

166  

贵州 

贵州省遵义市凤岗山茶寿山森林康养基地 凤冈县苏贵茶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67  贵州省毕节市黔县水西柯海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黔县水西柯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 

黔西县林业局 

168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龙宫森林康养试点基地 贵州省安顺市龙宫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169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人河森林康养基地 榕江县茅人河生态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170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赤水湖山置业有限公司 

171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国有甘堡林场九龙山森林康养基地 贵州省瑞禄盈康养有限公司- 

172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猫洞乡补龙村森林康养基地 普定县猫洞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73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九道水森林康养基地 正安县尹安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九道水国家森林公园 

174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织金洞森林康养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织金县林业局 

中民国控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75  

云南 

云南省普洱市太阳河森林康养基地 普洱太阳河乐园有限公司 

176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峻山傲斛珍浠植物森林

康养基地 
云南峻山傲斛珍浠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177  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森林公园管护所 

178  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国有林场 

墨江县新抚镇人民政府 

179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国有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双柏县国有林场 

180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熙康云舍云南景森林康养基地 普洱景谷云舍酒店有限公司 

181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普洱南亚热带植物园森林康养基地 普洱市思茅区万掌山林场 

182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中国昆明黑森林旅游区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省昆明市西游洞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西翥街道办陡坡社区居民委员会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永靖社区居民委员会 

183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斛健庄园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斛健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4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狮子山森林康养基地 武定县人民政府 

185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勒可邑森林康养基地 弥勒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6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相石阶森林康养基地 罗平县相石阶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187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维摩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砚山维摩国家石漠公园 

188  
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中澳农科嘎勒澳洲森林

康养基地 

江城中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澳农科嘎勒澳洲坚果

种植基地 

189  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佤部落旅游区森林康养基地 西盟县人民政府-西盟佤部落旅游区 

190  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杜鹃湖森林康养基地 
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局-哀牢山

旅游区杜鹃湖景区 

19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中国怒江悬崖小镇森林康养

基地 
怒江州格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92  

重庆 

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茶山竹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93  重庆市丰都县南天湖旅游休闲森林康养基地 丰都县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94  重庆市丰都县九重天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市丰都县郁园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95  重庆市璧山县璧甸山乡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市谊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壹夫盛世农业有限公司 

196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森林康养基地 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197  重庆市龙庭湖森林康养基地 重庆龙庭湖实业有限公司 

198  重庆市巫山县摩天岭生态森林康养基地 巫山县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199  

西藏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比日神山森林康养基地 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 

200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鲁朗小镇森林康养基地 林芝市林业和草原局 

201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类乌齐县伊日乡温泉森林康养基地 伊日天热温泉旅游度假有限责任公司 



202  

陕西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马栏森林康养基地 旬邑县马栏国有生态林场 

203  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石门森林康养基地 旬邑县石门国有生态林场 

204  陕西省宝鸡市凤县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基地 陕西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 

205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仁河口镇水泉坪森林康养基地 旬阳县仁河口镇人民政府 

206  陕西省太白林业局森林康养基地 陕西省太白林业局 

207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云雾山鬼谷岭森林康养基地 石泉县城乡开发有限公司 

208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本草溪谷森林康养基地 陕西久泰农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9  陕西省汉中市略阳县五龙洞森林康养基地 五龙洞国家森林公园康养基地 

210  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云云集生态园森林康养基地 云集生态园 

211  陕西省汉中市黎坪森林康养基地 黎坪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212  陕西省榆阳市榆阳区小纪汗沙地森林康养基地 榆阳区小纪汗林场、榆林沙地森林公园 

213  陕西省酒泉市金塔县沙漠胡杨林森林康养基地 酒泉金塔胡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金塔沙漠胡杨林 

214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小陇山森林康养基地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滩歌林场 

215  陕西省白银市会宁县牡丹园森林森林康养基地 
会宁县甘沟驿镇觅故塬乡村生态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会

宁牡丹园 

216  陕西省白银市会宁县五七农场森林康养基地 会宁县五七农场 

217  

青海 

青海省德令哈市莫河骆驼场森林康养基地 青海省柴达木农垦莫河骆驼场有限公司 

218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青海民和南大山森林康养

基地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沟林场 



219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尧湾村森林康养基地 湟中县上新庄镇尧湾村村民委员会 

220  青海省东海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森林康养基地 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 

221  新疆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吉

尔镇水磨河森林康养基地 
新疆昌吉州木垒县西吉尔镇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