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各州市中医药学会、医疗机构、院校及企事业相关单位，

各位专家同仁：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文件
云中会〔2018〕9号

关于举办首期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融合

发展项目实地游学活动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

游发展的指导意见》、《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2016-2020）》工作部署要求，推动旅游与中医药的融

合，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培育打造一批具

有云南特色、国际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中医药健康旅游服

务企业和知名品牌。为中医药健康旅游融合发展提供交流学

习和资源共享平台，建立行业内外共建共享合作发展机制，

满足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和中医药机构的发展需求，在云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的指导下，由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主办，中医药

文化与信息化建设专业委员会、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承

办的首期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融合发展项目实地游学活动

将于2018年3月23日启动，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8年3月23-25日

二、活动基地

杏林大观园（昆明市石林县台创园黑龙潭路1号，简介



详见附件）

三、活动内容

1、考察学习基地国药博览园各大主题文化展览馆建设

运营模式；

2、考察学习全国首座医药先师纪念馆——杏林禅寺建设

运营模式；

3、考察学习樱花峪医药生态园、石泉村休闲度假木屋酒

店、农业生态园建设规划与运营模式；

4、考察学习水幕情景剧场、影视拍摄基地建设规划运营

模式；

5、考察学习首座弱碱性的石温泉和首家喀斯特地貌的真

人CS野战训练场服务项目与运营模式；

6、召开基地建设规划与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交流座

谈会。

四、活动安排

日期 时间 议程安排 地点

石泉村休闲度假木屋酒店

园林餐厅

园林餐厅

国药博览园、杏林禅寺、樱花峪

生态园、黑石箐景区、水幕实景

剧场等

园林餐厅

樱花峪生态园、农业生态园、石泉

村休闲度假木屋酒店、石海温泉

报到登记/

办理入住

晚餐

自助早餐

考察学习

午餐

考察学习

晚餐

14:00-17:00

17:40-19:00

07:00-08:30

09:00-12:00

12:30-13:30

14:00-17:00

17:00-18:00

3月23日

3月24日

园林餐厅



五、活动会务费用

本次活动会务费600元/人（含餐费2早4正、培训费、活

动组织、物料费），住宿及交通费自理，标间/单间：360元

/晚。

六、邀请领导嘉宾

邀请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云南省

中医药学会、杏林大观园董事长等相关领导专家。

七、活动对象及注册报到

1、活动对象

各州市中医药学会、中医医疗机构的相关领导、专注于

中医医疗机构文化品牌建设和推广的负责人；

2、报名方式

（1）请参会人员务必提前报送回执信息，便于会务组

安排食宿，鼓励以单位组织统一报名，限制人数100人以

内；（回执表参看附件）

（2）电话、传真或短信登记报名，电话：0871-

63649200/18388059853；

3、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3月18日

日期 时间 议程安排 地点

园林餐厅

杏林大观园

药膳坊

早餐

研讨交流会

午餐/退房

散会

07:00-08:30

09:00-11:30

12:00-13:00

3月25日



八、乘车、报到路线

本次活动不设接机接站，参会代表请自行前往会议地

点。

1、昆明：可从昆明南站乘坐高铁到石林西站，票价约

18元。

2、石林西站：直接乘坐杏林大观园旅游直通车前往，也

可乘坐A2路公交或包车、打车直接前往杏林大观园。

旅游直通车时刻表

3、其他车站：可根据手机定位指示、高德地图、微信定

位提示，选择适合的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前往杏林大观园。

石林西站→石海温泉

08:45-09:50

10:30-11:35

12:50-13:55

13:45-14:50

16:15-17:20

17:05-18:10

石海温泉→石林西站

10:05-11:10

11:50-12:55

14:10-15:15

15:05-16:10

17:35-18:40

18:25-19:30

1

2

3

4

5

6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

2018年2月28日

4、自驾车辆：根据手机定位指示、高德地图、微信定位

等提示导航前往杏林大观园。

九、联系方式

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云南中医全媒体运营中心：

甫琪森（18388059853）

罗明武（18487256320）

会务组地点：

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668号摩玛大厦二期A3303号

附件：1、首期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融合发展项目实

           地游学代表回执表

       2、活动考察学习基地——杏林大观园发展概况



附件 1： 

首期云南省中医药健康旅游融合发展项目 
实地游学活动代表回执表 

会务组联系人：甫琪森（18388059853）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E-mail  

参会人数  代表联系人  

参会代表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号 E-mail 备注 

      

      

      

      

会务费付款方式：  

电汇并索取发票 

开户名称：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昆明正义支行  

开户账号：250201009024922197 

会场可收取现金或刷卡并索取发票，开票单位：云南省中医药学会 

注意事项 

1、请填写此表（或电邮、微信报名）回复组委会，以确认参会单位代表信息 

2、本次大会住宿酒店为杏林大观园，因酒店资源紧张，请参会代表尽早回复会务组，以便预定房间。 

3、默认住宿为 2天，如有特殊情况请备注。住宿发票由酒店提供。 

4、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会务组，如有特殊需要请于备注处注明。 

5、与会代表请务必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附件 2： 

活动考察学习基地——杏林大观园发展概况 

 

杏林大观园位于云南省石林县台湾农民创业园核心区，是

“十二五”期间石林县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占地面积三千亩，

计划总投资 25亿元。2012年开始投资兴建，到目前累计投资已

达 10亿元。 

杏林大观园项目以展示、普及中医药文化为导向，以旅游休

闲为载体，集旅游度假、医药养生、商务贸易、绿色农业为一体。

建设中的杏林大观园项目，以黑石箐为景观根基，围绕黑石箐规

划为六大板块，分别是：中医药文化展示区；古镇商业区；养生

养老度假区；园艺景观区；农业高科技示范区；石海温泉度假区。 

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杏林大观园先后完成杏林禅寺、樱花峪

医药生态园、石泉村休闲度假木屋酒店、建设。国药博览园、养

生养老度假区、杏林古镇、影视拍摄基地、水幕情景剧场等一批

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2016 年，杏林大观园被云南省文产办列为第二批云南省文

化创意产业园区，同时还将杏林大观园纳入 2016 年省级重点文

化产业项目，这标志着杏林大观园的建设项目进入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 

《杏林大观园》投建以来，创造了全国同行业的五个第一，

即全国首个中医文化旅游和医药科普项目；全国首座医药先师纪

念馆—杏林禅寺；全国首座樱花峪药膳公园；首座弱碱性的石温

泉和首家喀斯特地貌的真人 CS野战训练场，实现年接待游客 50

万人次，解决就业人员 640人。 

杏林大观园整个工程建成交付运营后，至达标年，可解决石

林及周边县近 3,000人就业，预计每年可创税 2亿元，创利 1.2

亿元。如药材水培试验成功，仅在石林县可发展大棚农业 10 万

亩，年可增加农业收益 200亿元。   



一、黑石箐景区 

黑石箐景区占地 180余亩。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天

坑密布，石柱林立，千奇百怪，婀娜多姿。这里的奇石别具一番

风采，尤其以悠远的中医药文化典故和神奇的自然景观而引人入

胜。已经建设成的黑石箐景区由“炜疾忌医”、“刮骨疗伤”、

“川穹救鹤”以及“神农涧”、“毒药园”“夜绞园”等 27 个

中医药生态景点组成。整个景区形成独特医药生态环境，使游客

在曲径通幽处，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无穷

魅力。 

二、石海温泉 

温泉取之于 2600米岩层下的高品质矿物温泉水。经过检验，

其中偏硅酸含量达 20.5mg/L,偏硼酸含量 2.591mg/L,氟含量

5.32mg/L。这些指标均达到国家《天然矿泉水水质勘探规范》中

的“医疗矿泉水水质标准”。因此，石海温泉被定为“偏硅酸的

氟医疗热矿水”；具有良好的软化血管功能，对动脉硬化、心血

管和心脏疾病能起到明显的缓解作用。 

石海温泉的开发，始终坚持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

由温泉设计大师精心规划，注重人、泉、自然的交流与和谐。在

保留石林独特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利用石林间隙，建设有水疗会

所、VIP 独栋汤屋别墅、特色理疗室、露天游泳池、造浪海滩、

儿童水舞戏水以及众多大小不等的露天汤池、中医 SPA等休闲娱

乐设施。分别设置了迎宾区、中药区、花卉区、特殊功能区等六

大功能区，并配套有儿童游乐园、CS 真人野战、户外露营等功

能设施，足以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三、樱花峪生态园 

樱花峪医药生态园占地 66 亩，设置暖房、服务设施及药材

盆景庭院等非固定建筑 6,600m2 ，主要功能有药膳餐饮、休闲

购物、生态药材大棚种植示范及盆景药材展示等，投资 3,600万

元。 

樱花峪生态园区建设有药膳坊、水培馆、南药馆、北药馆、



集智堂、迎宾馆等设施，是一个集观光、饮食和会议服务等功能

为一体的休闲养生基地。 

这里建设有十六个雅间和亭子，每一个雅间、亭子都有一幅

楹联，其名称和门口楹联都与中医药密切相关，有的赋予中药典

故，有的配以药材植物的书画、楹联、药物介绍。这些楹联、书

画独具“俯仰皆中药，处处是中医”的深厚中医药文化氛围。在

樱花峪游览之余，你可以品尝到精美的药膳。樱花峪药膳坊所用

的食材都是杏林大观园自己种植和养殖的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

食材。 

四、石泉村休闲度假木屋酒店 

石泉村休闲度假酒店由 31 幢独特的小木屋组成，其建筑沿

着马蹄形的山洼而盖，环境优美，视野开阔，开窗即景，犹如世

外桃源。石泉村共设 260个床位，150 个标间。另设若干单间和

服务楼，与樱花峪药膳生态园形成完整的休闲养生度假区。 

五、国药博览园 

国药博览园系利用不宜耕种的黑石箐小石林，修建中华医史、

中华药史、经典处方、少数民族医药等古建筑展览场馆 4座。系

统介绍中医药发展史以及历代治疗各系统疑难疾病处方，帮助游

客普及中医药知识。配套园区景点 48 个，设置袖珍亭台楼宇、

雕塑近 200套；种植珍稀药材林木、本草花卉 800种，用于弘扬

传承医药文化，进行健康科普教育。占地 180亩，其中建设用地

9.9亩，建筑面积 4,860m2 ，艺术造型 66个，投资 8,800万元。 

六、杏林禅寺 

投资近亿元的杏林禅寺，占地二十三亩，建筑面积六千六百

平方米。它是一个集中医药文化与佛教、道教、儒家道德思想为

一体的庙宇，实为我国第一个中医药先师纪念馆。与其他寺庙不

同的是，杏林禅寺建造了“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佛

殿”、“黄帝论经殿”、“医圣殿”、“药王阁”、“藏经楼”、

“贮珍楼”等 22 座仿古建筑，塑造 180 余尊医药神佛及先师神

像，一一记录他们的功绩。   



七、农业生态园 

杏林大观园农业生态园总占地 1000 余亩，主要以中草药种

植为主，其他各业为辅。共分为六大板块，即中草药种植基地、

有机蔬菜种植基地、生态果园、动物饲养园、园林绿化基地。 

公司一直以“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为

指导，强调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以大农业为出发点，

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的原则，全面规划，调整和优化

农业结构，使农、林、牧等各业综合发展，并使各业之间互相支

持，相得益彰，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打造一个循环的生态农业圈。 

目前，在杏林大观园生态农庄可以满足你“四季尝鲜”的欲

望。这里建立有现代生态农业温室大棚，有三七、天麻、百合等

中药材的种植，有满园的草莓、西瓜、桃子、葡萄、圣女果等水

果，游客来到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品尝新鲜的果蔬。 

八、养生养老度假区 

养生养老度假区占地面积 332亩，建筑面积 26.53万平方米，

计划投资 7.96亿元。在园区内将依据不同收入人群建设居住区，

规划建设养老公寓 200幢。杏林大观园所建的养老社区，无论是

度假村、居民小镇，还是都市农庄，都依据选址特有的自然环境、

民俗及传统文化，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九、杏林古镇 

杏林古镇商业区借鉴全国不同建筑风格，建造一座具有浓郁

中国文化色彩的古商埠购物小镇。古镇占地 160亩，其中建设用

地 80 亩，仿古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投资 3.2 亿元。该镇设有

四街八巷，由百米木结构非固定吊脚楼组成。两条千米标准大道

及百米城楼环绕其外。古镇将吸纳全国各流派名中医、著名医药

化妆厂家，以及保健美容专家、整形专家设点，并对珠宝、名工

艺品厂家开放。 

十、水幕实景剧场 

为了打造国内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旅游基地，杏林大观园

投资近两仟万元，在黑石箐主题景观区兴建了一个大型水幕情景



剧场。情景剧场以黑石箐主题景观为背景，采用水幕、声、光、

电等现代设备，加上演员现场表演的方式，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

让观众犹如进入一个梦幻世界。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筹备，目前情景剧场基础工程建设已经完

成，演员团队正在加紧排练。《那古木斯》大型水幕实景剧，是

继《阿诗玛》之后，石林又一个鲜为人知、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

是一部寻找生命归宿的诗篇、一段关于拯救苍生的秘史。 

新春佳节期间，石林杏林大观园将隆重推出的大型水幕实景

剧《那古木斯》，该剧依托黑石箐景区地形地貌，奇峰异石，采

用水幕、声、光、电等现代设备，加上演员现场表演的方式，将

虚拟与现实相结合起来，打造以地方历史传说、民族文化、中医

文化为创作基础的大型情景剧，是一场展示石林地方民族文化特

色的视觉盛宴。 

十一、影视拍摄基地 

今年以来，杏林大观园和国内著名导演姜文及其团队进行多

次合作洽谈并签订协议，计划在园区内建设一个以清末民初古建

筑风格为主基调的影视基地，项目占地约 120亩，计划投资 1.5

亿元，预计 2017年 3月，姜文及其团队将携新片首先入驻拍摄。 

杏林大观园还将拟建设康复医院、杏林名医馆、配置养生养

老服务中心、抗体娱乐中心、药膳配送中心、影剧院、五星级酒

店等服务设施，形成功能能齐全、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的养生养

老理想地。 

在不远的将来，杏林大观园将建设成为以传承和发展传统中

医药文化为核心，集休闲旅游、科普教育、文化演艺、会议展览、

运动健身、影视拍摄、养生养老、药材种植为一体，融合大文化、

大旅游、大健康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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