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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概况

（一）基本情况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内中朝两国景观交相辉映,风景区主要有两种

类型风景资源。即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鸭绿江江水蜿蜒舒缓,沿岸

青山层峦叠嶂,峡谷幽深奇奥,江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风景区内岩石

奇特的江岸,苍秀繁茂的植被,珍稀奇异的鸟兽,构成了以水景为重点、

山景相呼应、山水景观层次分明的自然景观；明代万里长城东端起点

虎山长城、近代战争遗迹、现代桥梁和水利工程、园林工程等组成了

丰富的人文景观。

因此，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是以“中朝界河、自然山水、边陲景观、

历史遗迹、红色文化”为主要资源特色，适宜开展生态保育、休闲观

光、科研启智和爱国教育等活动的河川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二）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依据材料

（1）证明其范围、面积、类型的文件和图纸

风景区东起鸭绿江浑江口（东经 125°42′，北纬 40°51′）；

西至江海分界线（东经 124°10′，北纬 39°49′）；南至鸭绿江南

岸水面；北界包括陆地部分（沿岸山区陆向延伸至山脊线，平原沿江

陆向延伸 500米）和城区防洪坝以外地域（大沙河进深至漫水桥；花

园河、五道河进深到铁道桥，含青年湖公园）陆域面积为 406.6平方

公里（含我国境内水域面积）。此外，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是以“中朝

界河、自然山水、边陲景观、历史遗迹、红色文化”为主要资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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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开展生态保育、休闲观光、科研启智和爱国教育等活动的河川型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附原始扫描件：

1、1988年 8月 1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批准文号为国务院（1988）

51号文。

2、1996 年 11 月 5 日经国务院批准，原则同意鸭绿江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城建【1996】5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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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和编制文件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原主管部门为丹东市旅游局，现主管部门为丹

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专职管理机构。1988 年 6 月，国务院正

式批准鸭绿江风景名胜区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同年 7月辽宁省城

乡建设规划设计院等相关机构共同开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1994 年

5 月住建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总体规划进行评

审，并通过评审。形成这份规划。1996年 11月 5日经国务院批准，

原则同意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城建【1996】574号

（3）自然保护地矢量图说明

风景名胜区矢量图来源为鸭绿江风景区管理局提供，矢量图范围

为 1996 版批复总规使用的矢量文件，没有经过勘界。批复和备案数

据与风景区现状管理基本一致。

（4）主要保护对象

鸭绿江风景区内中朝两国景观交相辉映,风景区主要有两种类型

风景资源。即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鸭绿江江水蜿蜒舒缓,沿岸青山

层峦叠嶂,峡谷幽深奇奥,江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风景区内岩石奇特

的江岸,苍秀繁茂的植被,珍稀奇异的鸟兽,构成了以水景为重点、山

景相呼应、山水景观层次分明的自然景观；明代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

山长城、近代战争遗迹、现代桥梁和水利工程、园林工程等组成了丰

富的人文景观。

（5）面积

原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批复总面积 40651.70 公顷。优化整合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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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58646.33公顷。

（三）工作开展情况

针对风景区内已有自然保护地，相关主管部门出台了相关自然保

护地管理办法等规定。采取了多种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技手段，在抓

好保护、科研、经营三大任务的前提下，做到列为资源稳定发展，环

境效益好，坚持不懈地加大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度，不断提高资源

管护监测水平。同时严格抓好森林防火，严厉制止和打击违反保护地

管理规定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行为，林区治安日益好转。管理机构

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坚持宣传自然保护地的重要意义及国家有关的法

律、法规，从而使保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自然保护地管理措施遵循自然规律，在本底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求发展。各自然保护地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工作，同时开展生态旅游

开发、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经营管理、鸟类资源调查保护等研究。

但部分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保护不够完善和系统。一些重要的自然生

态系统、自然遗迹、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原生

地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区。同时, 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森林公园等各

类自然公园交叉重叠。部分设立了界碑、界桩，依托生态公益林检测

工程，初步建立了森林资源监测体系，但不够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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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存在主要问题和冲突现状

（一）交叉重叠情况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交叉重叠自然保护区

为双江河自然保护区。

双江河自然保护区，级别为市级。2002 年 1 月经丹东市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丹东双江河市级自然保护区，根据规定应设保护区管理处，

名称为“丹东双江河市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双江河保护区属于内

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 120913.9公顷。 

双江河自然保护区与鸭绿江风景名胜区重叠面积为 22971.54 公

顷。

重叠原因：鸭绿江风景区 1996 年 11 月 05日，经国家住建部

批准建立。双江河自然保护区 2002 年 1 月经丹东市人民政府批准成

立。

双江河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仅仅以市县政府下发文件，在周边

部分村集体所有的林地基础上，在资源图上勾画出双江河自然保护区

的大致边界范围，草草划定双江河自然保护区。虽然初步进行规划，

但是没有进行详细的、长期的保护区规划论证与施工设计，没有明确

的保护对象、边界、范围以及功能区划分，设立保护区目的性质不十

分明确，工作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从而造成了交叉重叠的情

况。

（二）保护空缺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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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结合生态红线、公益林分布情况，分析本

市区域内现有自然保护地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空缺情况，明确本市、

县区域内应纳但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地域情况。

1、生态红线

丹东市生态红线主要分布在市域东部，浑江分隔，多集中在宽甸

县域内自然保护地周边一些生态红线内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未纳入

自然保护地内，主要位于为宽甸县沿江周边。

2、国有公益林

根据宽甸县林斑分布，得出宽甸自治县国有公益林分布较广。

3、保护地稀缺性

县域自然保护地类型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自然公园、风景自

然公园，其中以森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较大。临江只

有一个风景名胜区，考虑到稀缺性的原则，应将风景区周边资源良好

的区域纳入风景名胜区之内。

4、应纳但尚未纳入的空间地域情况

根据丹东市域内生态红线、国有公益林分布情况，并考虑到稀缺

性原则，明确宽甸自治县应纳但尚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地域主要

分布在现状自然保 护地周边，主要位于鸭绿江临江的山体周边，主

要保护对象为森林生态系统具有中温带森林系统特点，含有丰富的生

物群落，有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丛、稀灌草甸和草

坡，还有一部分接近原始装坛的天然林。现有自然保护区周围资源价

值较高的地区，应划入自然保护地。现状将大部分资源都划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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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别自然保护区周边一些成片资源较高的地区，未划入，应划入。

（三）现有风景区内冲突概况

1、城镇建成区

风景区所涉及城镇建成区面积为 3241.79公顷。

2、永久基本农田

风景区保护地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214.88公顷。

3、开发区

风景区所涉及开发区面积为 4220.8公顷。

4、村庄面积

风景区所涉及村庄 60个，面积 690.96公顷。

5、成片集体人工商品林

风景区内共有 4035.79公顷集体人工商品林。

6、矿业权

风景区共有探矿权 18个面积为 7519.22公顷，采矿权 26个面积

为 540.97公顷。

7、设施建筑

涉及两个水电设施，面积为 6.96公顷。

8、违反违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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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预案

（一）优化整合后的风景名胜区

整合优化后风景名胜区总面积为 58646.33公顷。

（二）风景名胜区整体调整

1、调出风景区的地块情况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应做到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

根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2019]42 号）文件精神，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科学评估，分

类、有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自然保护地应与三条控制线不冲突，并

将未实施有偿回收的人工商品林（由于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砍伐，人工

商品林要划出自然保护地）、矿业权、开发区、对生态功能有影响的

村庄划出自然保护区。

风景区范围内涉及到面积调出，调出总面积为 4980.92公顷。

2、转化风景区的地块情况

以主要保护对象、资源禀赋基本无差异，资源价值较高，保持生

态系统完整为原则，纳入现状自然保护区周边保护价值高、生态系统

完整的区域，尽量选择连片、集中的地块，避免保护地过于破碎。为

保证风景区完整性及连续性，将双江河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

（22971.54 公顷）转入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转化区域的用地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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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主要为公益林。

(三) 整合归并自然保护地情况

双江河保护区属于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级别为市级，共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三个大区，总面积为

120913.9公顷，占辽宁省陆域国土面积的 0.01%，其中核心区面积为

10190.21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 5301.34 公顷；实验区面积为

105422.35公顷。

2002 年 1 月经丹东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丹东双江河市级自然保

护区，根据规定应设保护区管理处，名称为“丹东双江河市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目前，保护区并没有单独设立保护区管理机构，目前

由宽甸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政资源管理部代管，其具有领导和指挥全区

工作的职能，对保护区保护事业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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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合归并前的各自然保护地情况说明

表-1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整合汇总表

类别
编

号
名称 级别 保护地总面积

自然保护区
双江河自然

保护地
市级 120913.9公顷

鸭绿江风景

名胜区
鸭绿江风景

名胜区
国家级 40651.70公顷

2、整合对象为自然保护区的说明

整合对象涉双江河的部分自然保护区。

3、未全部整合纳入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的区域情况说明

调出自然保护地的地块情况

原双江河自然保护区未纳入鸭绿江风景区的面积并入青山沟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统称为青山沟。

转化鸭绿江风景区的地块情况

转化鸭绿江风景名胜区面积为 22971.54 公顷。转入部分主要为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与双江河自然保护区重叠部分同时也是生态红线。

（四）自然保护地类型转化情况

（1）转化前后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级别、面积等

转化前，鸭绿江风景名胜区面积为 40651.70 公顷（实际工作底

图矢量范围）；双江河自然保护区面积为 120913.9公顷。

转化后，鸭绿江风景名胜区面积为 58646.33 公顷，原双江河保

护区面积的 22971.54 公顷纳入到鸭绿江风景名胜区；并成为鸭绿江

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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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说明转化理由及潜在影响

自然保护地的优化整合解决了原有保护地的重叠区域的问题、应

保未保问题以及各种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对自然保护地的布局及其归

属做进一步的优化，使自然保护地内的保护对象更加明确，生态系统

更加完整。调出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有利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为社会经济发展及稳定创造了条件，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社会稳定，解决了保护地管理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矛盾的问题。

（五）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范围调整情况

（1）转化或调出区块情况说明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调入和调出情况  表-2

调整区

块编号

调

出

风景

名胜

区

面积（公顷） 调整理由 类别             

TC1 调
出 4216.82 丹东港区建设 国家级重大项目

TC2 调
出 343.11 与城镇区重叠 城镇区

TC3 调
出 409.05 与矿业权重叠 矿业权

共计 调
出 4968.98

调整区

块编号

转

化
面积 调整理由

TR1
转

化
22971.54 双江河保护地重叠 生态红线

（六）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调整情况汇总

在鸭绿江风景名胜区的基础上，合并整合优化双江河自然保护地

重叠的面积，对其范围和面积进行比较如下： 

表-3单位（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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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 原面积

被其

他保

护地

整合

面积

整合双

江河保

护地面

积

从非

保护

地调

入面

积

调出风景

区面积

调整优

化后面

积

40651.70 0 22971.54 0 4968.98 58646.33

四、自然公园整合优化预案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暂无自然公园整合优化。

五、国家公园状况

鸭绿江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暂无国家公园。

六、风景名胜区影响和价值评价

（1）整合优化后风景区的整体情况

整合优化后，保护地的总面积发生变化。

（2）违背《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

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对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行

动问题整改中存在以调代改的情况。

目前为止风景区各类自然保护地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问题。

（3）区域内风景区整合优化预案的效益分析

生态效益

通过风景区整合优化，将有利于区域内生物物种及其遗传的多样

性，有利于保护森林生态类型的多样性，有利于动植物区系起源的古

老性和生态群落地带的特殊性，有利于保护和改善野生生物的生存栖

息环境。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巨大的保障作用，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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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价值。

野生动植物、各类生物群落、森林植被及生境将得到有效保护，

并促进其迅速恢复和发展，尽最大可能保持生物多样性，成为野生动

植物的避难所、自然博物馆、野生生物物种的基因库、重要的科研基

地。即保护了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为东北亚地区保护了

生物基因库。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范围调整后，各类保护对象的集

中分区和主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保持了生态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完

整与稳定，不会影响风景区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调整后的风景区

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

生物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活动和信息传递，将保持相对稳定的平衡

状态，从而使各种保护对象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将具有保护价值的林

地调整到保护区，增加了保护地的面积，调整前自然保护地林地与非

林地断续和块状分布，穿插耕地和居民点， 影响保护区森林生态系

统完整性和不利于保护区管理问题，

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林分结构更趋于复杂。为各种野生种植

物提供良好的生存、栖息环境，充分发挥森林所具有的涵养水源、保

持水土、防止水土流失、改善土壤、防风固沙、调节气候、防止污染、

美化环境等多种生态效能。

森林生态系统巨大的枯枝落叶及强壮的根系，有效的固持土体，

降低地表径流对土壤的冲刷。森林生态系统通过固土、保肥，直接产

生经济价值和保肥价值；森林生态系统能够把空气中的氮、磷、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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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吸收转化为成为可用的营养物质，从而产生经济价值；森林固氮

释氧功能明显，通过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完成固氮释氧，产生

经济价值；森林生态系统能够提供负氧离子、滞尘， 吸收污染物质，

产生经济价值。

各自然保护地的典型自然景观，地貌景观，遗址遗迹，河流湖泊，

珍贵的森林植被，依然保留，并将其周边具有保护价值的区域划入，

构成了更加完整的景观环境，标志性景观得以更好的保护。

经济效益

通过对风景区整合优化。将与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重叠， 

或范围内存在连片人工商品林、特殊用地、城镇村建设用地等不符合

保护地主体功能的区域，划出风景区范围。从而减少对风景区保护地

的影响，减少对区域生态功能的影响。同时，以上区域划出风景区，

减少其开发建设的限制，从而产生经济效益。

鸭绿江风景区直接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旅游和带动周边经

济方面；基于资源有价的思想，自然保护地间接经济效益是 十分巨

大的，间接经济效益包括森林动植物生长量的增长，种源、水源涵养、

景观资源，森林对环境影响等。生态环境的保护、野生物种和数量的

增加，都有潜在的经济效益，并且这种潜在的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保

护地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增加。

经过整合优化，将周边优质的林业资源调整到风景区内，优化了

空间分布格局，加强了对保护区内森林植物群落、森林生态系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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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保护对象的保护。将现状风景区内集体商品

林、村镇、居民点、耕地等调出保护地，减少了人类频繁的生活和生

产活动对保护地的干扰，是风景区管理机构能够提高保护效率。将村

庄调整出风景区将更有利于生态村建设和发展农村经济。从加强风景

区的保护角度，有利于堤防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角

度评价分析，对风景区进行整合调整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唤起公众的自然保护意识，提高了社会对风景区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和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科研、教学和科普教育提供练

好基地，对地方科学研究、教学和科普教育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提

供生态旅游的自然生态大环境。

对区域的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起到促进和带动作用，拓展区域城

镇生态经济产业；带动区域就业，促进社会安定和文明建设。

缓冲区内集体人工商品林禁止采伐，林农的经济受到损失，造成

林农集体上访。缓冲区内的集体林权属为个人，人为活动增多，对森

林保护和防火构成威胁，存在风险。

鸭绿江风景区舆情风险突发的因素各异，常见的有对风景区旅游

产品、地方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方面的舆情，对风景区自身

及周边村镇旅游收入均衡问题的舆情，景区各项措施实行的舆情，景

区设施是否安全的舆情等。此类常见的舆情往往都是易引发舆论较高

关注，需重点监测和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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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技术手段全面监测。网络平台给风景区舆情的产生和传播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而网上的信息时时刻刻都在更新，采用技术手段对

全网旅游舆情进行全面监测。可利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进行立体监测，

及时预警负面、重要、重点信息，跟踪分析风景区舆情传播发展态势。

设置关键词进行精准监测。要快速准确监测网上各类景区舆情风

险，需将相关关键词作为监测对象，利用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对论坛

类、新闻类、博客、以及旅游类行业媒体等各种媒体平台进行全天候

监测，便于能够全面了解社会公众关切的相关问题，有效预防和减少

风景区舆情风险的突发。

七、相关建议

1、建议编制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并纳入相关国土空间规划

中。

2、将调整后风景名胜区界线，与生态红线进行协调。

3、针对风景名胜区集体人工商品林禁伐与林农产生的矛盾，提出几

点解决矛盾的建议：由市、县政府向市、省、国家申请资金，将缓冲

区内的人工商品林购买为国有；由市、县政府向市、省、国家申请资

金给予缓冲区内的林农补偿；由市、县政府向市、省、国家有关部门

申请允许人工商品林进行抚育采伐；由市、县政府协调将保护区附近

国有森林资源置换缓冲区内人工商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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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鸭绿江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汇总表 单位：公顷

优化调整前（公顷） 优化调整后（公顷）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自然保护地类型 数量 面积

国家公园

小计 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 国家级 1

省级 省级

自然保护区

市县级

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

小计 1 小计

国家级 1
40651.70

国家级
58646.33

风景名胜区

地方级

风景名胜区

地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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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小计

国家级 国家级

森林公园

地方级

森林

地方级

小计 小计

国家级 国家级

地质公园

地方级

地质

地方级

小计 小计

国家级 国家级

湿地公园

地方级

湿地

地方级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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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鸭绿江风景区整合优化前后变化汇总表 单位：公顷

类别 人口 城镇建成区

面积

村庄建设用

地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人工集体商品林

面积

矿业权面积 开发区面积

自然保护区 3241.79 690.96 1214.88 4035.79 8058.97 4220.8

核心区

缓冲区

优化调整前国家级

实验区

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

缓冲区

优化调整前省级

实验区

优化调整前市县级 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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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

缓冲区

实验区

自然保护区 235.73 520.50 1101.83 3959.12 8181.27 0

核心保护区

优化调整后国家级

一般控制区

自然保护区

核心保护区

优化调整后地方级

一般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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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鸭绿江风景区优化调整情况比较表 单位：公顷

调整 面积 人口 城镇建成区面

积

村庄建设用地

面积

永久基本农田

面积

人工集体商品

林面积

矿业权面积 开发区面积

从非自然保护地调整为自然保护区

1（部分调入，保护区范围扩大）

从非自然保护地调整为自然保护区

2（新建保护区）

从自然公园调整为自然保护区（转化）

从自然保护区调整为非自然保护地

1（部分调出）

从自然保护区调整为非自然保护地

2（撤销保护区）

从自然保护区调整为风景区（转化）
2297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