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责编 梁艳珊 美编宁静
美编助理 霍笑芬

B03 特别策划

2021年1月11日起，西樵山风景区限制机动车通行

2020年底，《佛山市南海区人

民政府关于西樵山风景区限制机

动车通行的通告》（以下简称《通

告》）出台，《通告》规定，自2021年

1月11日起，西樵山风景名胜区内

实行限制机动车通行管理。

1月11日，尽管天气寒冷，仍

不时有游客登山，成为景区实施限

车的首批游客。其中，自驾出行的

游客需要把车停在景区周边停车

场后，再通过步行、景区观光车或

观光索道登山。

为何西樵山景区要实施限车

通行？西樵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是为了进一步保护西樵山

风景区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从

根本上实现风景区内部人车分流

管理，切实保障广大登山市民游客

的出行安全，进一步优化景区安全

管理，全方位提升文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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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景区主要登山出入

口有3个，分别是北门、西门和

南门。游客可选择步行、乘坐

环保观光车或乘坐观光索道

登山。

选择步行的游客可从南

门步道（环山花海旁）、西门（白

云洞景区）和北门进入景区；

选择乘坐环保观光车的游客

可从南门和北门进入，班车间

隔约10分钟一班；选择乘坐观

光索道则可从西门进入，这是

连接白云洞景区与天湖公园

的便捷通道。

限行当天，记者首先来到西

樵山南门。早上10时许，已有

不少游客到达南门，在指示牌和

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乘

坐环保观光车上山。现场可见，

环保观光车辆充足，在候车亭做

到“无缝连接”，保证每10分钟一

班，游客无需长时间等待。

在西樵山北门，同样有多

辆环保观光车等候着市民、游

客，也有游客选择步行上山。

而西樵山观光索道的人流相

对较少。

据悉，限车后，作为原车行登

山的主要出入口，西樵山南门入

口的变化是最大的。当天，开车

来到西樵山南门的游客在手机导

航、现场指示牌和工作人员的多

重指引下，驶入南门停车楼或东

区停车场。

于当天开始试运营的南

门停车楼距离南门入口仅一

路之隔，步行前往南门只需3

分钟。这座6层的停车楼可提

供约1000个停车位，且试运

营期间停车免费。还有一座

连接停车楼3层和南门入口的

天桥在建，届时，游客可直接

在停车楼3层走人行天桥前往

南门登山入口。

当天，肖先生带着父母从

中山来到西樵山，选择在南门

步道徒步上山。“这里的登山

步道坡度较缓，很适合老人家

慢慢走，既能锻炼身体也能欣

赏路上的风景。”在肖先生看

来，限车可以减少景区内的汽

车废气排放，空气会更加清新。

来自广西玉林的罗先生和

女朋友前来游玩，他告诉记者：

“一路上的指引很完善，我们很

容易就找到停车楼，车位也很

充足。”他认为，对于不熟悉山

上路况的游客来说，其实乘坐

观光车比自己开车更方便，也

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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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9年，五年来

西樵山全年平均接待旅游人次

约350万人次，其中全年平均

自驾车上山车次约35万辆，均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另外，每年

节假日最高峰人流一般出现在

春节期间、国庆期间，最高日人

流量达3万多人次……一系列

数据显示，西樵山风景区接待

旅游人数每年呈递增态势，自

驾上山车流量也逐年递增。

“每逢节假日登山总会遇到

塞车问题，开车要打起十二分精

神，注意行车距离。”大坑村居民

崔小姐说。事实上，西樵山是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

园、国家地质公园，同时又是国

家AAAAA级旅游景区，车流

量、人流量的递增，影响着景区

内生态资源保护和道路安全管

理工作，亟需找到发展平衡点。

西樵山风景区早在2017

年出台了《西樵山风景名胜区

游览交通及相关设施详细规划

（2017-2025）》，明确指出山

上远期实行全面禁止社会车

辆，乘用绿色交通工具。

“必须依法加以保护和管

理，切实践行生态优先、保护第

一的基本原则。”西樵镇提出了

相关的西樵山风景区限制机动

车通行的实施方案，科学、有序

推进景区限制机动车通行的各

项工作，加强景区自然生态保

护和安全管理。

西樵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根据前期的调研发现，实

施限制机动车通行，将会极大

地减少风景区内的汽车废气排

放和机动车噪声污染，净化空

气，进一步保护风景区内的生

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不仅如此，西樵山还开展

公众参与的问卷调查，增强景

区限制机动车通行实施的可行

性。数据显示，支持限车方案

的实施占 91.5%；相关单位

100%赞成方案；游客持赞成态

度占98.3%，其中自驾车游客全

部赞成方案；山上原居民赞成

方案占81.4%。

在面临着执行法规、资源

保护、安全管理、健康发展的

迫切需要，西樵山风景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对机动车分类

限行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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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山风光旖旎，自然资源

丰富，森林覆盖率达86.7%，其现

存动植物种类数千种，彷如一个

森林知识宝库。这离不开西樵山

风景区持续加强对生态资源的保

护工作，让西樵山成为老少皆宜

的“网红”打卡地。

其中，景区重点推进西樵山

森林景观改造、提升西樵山环山

花海景观、推进环山沟（二期）改

造提升工程、推进山上特色花园

建设、改造提升“四园”、推进西樵

山南门登山步道入口及公园化提

升项目等举措提升森林绿化景

观，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同时设

立西樵山南门停车楼、开展山上

特色古村保育与活化等全面加快

西樵山旅游配套建设，营造整洁

舒适的旅游环境。

如今走上西樵山南门步道，

沿路景观错落有致、山林景色秀

丽优美，走至“鸡冠峰”还能将万

亩桑基鱼塘尽收眼底。

“借助自身丰富多样的自然

资源，建设西樵山自然教育径和

南门步道，加上生动有趣的植物

自然科普知识研学课堂及户外

自然体验活动，成功打造森林旅

游特色线路和森林旅游新兴品

牌地。”西樵山风景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积极挖掘和利用自身生

态文化资源，通过举办森林生

态、文化旅游、民俗节庆等主题

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森林公园

生态旅游的生态性、社会性和经

济性，实现西樵山国家森林公园

的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2020 年西樵山景区更获得

“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广东省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称号。

今年7岁的新市民余子浩在

前不久参加了景区户外自然体

验活动，学习鸟类与植物自然知

识。第一次在望远镜下看到各

种各类小鸟，他感到非常兴奋，

“看到活鸟，感觉比书上的还要

可爱，回学校后要分享给同学

们，让大家一起爱护大自然。”广

州游客梁广泽则十分喜爱到西

樵山摄影，他表示若西樵山实施

限行，他会另选其他登山方式继

续上山行摄，支持绿色出行。

事实上，生态文明建设久久

为功。西樵山风景区将以限制

机动车通行为契机，实现人车分

流，并在接下来加强对景区内生

态资源的保护，继续注重生态文

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西樵山的生态文明

建设。通过统筹规划，开展一系

列的绿化提升及配套工程项目，

全面提升西樵山的景观、绿化、

步道、历史文物保护等。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肖玲钟泽诗 通讯员程楚茵

见更美风景三种方式登山

/ 登山攻略 /

票价：西樵山景区观光车车票20元/

人。身高1.2米以下儿童享受免观光车票，

身高1.2米~1.5米儿童及65周岁以上长者

可享受观光车票半价优惠。

运营线路：西樵山景区观光车设三条

运营线路，能将游客搭载到山上核心景区，

山上的主要景点基本串联。班车间隔约为

10分钟一班车。

票价：西樵山景区观光索道票20元/

人/单程，30元/人/双程；身高1.2米以下儿

童享受免观光索道票优惠，身高1.2米~1.5

米儿童及65周岁以上长者可享受观光索

道票半价优惠。

运营线路：白云洞-天湖公园

景区登山出入口有3个，分别是：南门

步道、西门（白云洞景区）、北门。市民游客

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选择线路。

南门步道出入口登山线路推荐：西樵

山南门步道-九龙岩-鸡冠峰自然教育径-

四方竹-茶花园-桃花园-午餐西樵山素菜

馆-宝峰寺-碧云山舍民宿（住、吃）

西门（白云洞景区）出入口登山线路

推荐：西樵山白云洞-天湖景区-宝峰寺

观景平台-桃花园-四方竹-鸡冠峰自

然教育径

北门（登山大道）出入口登山线路推

荐：西樵山北门（步行）-翠岩-石燕岩-西

樵山素菜馆午餐-天湖公园-白云洞

/ 停车攻略 /

●西樵山南门
为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除景区各登山

出入口周边均配有停车场外，南门停车楼

将于近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西樵山南门

周边配有南门停车楼、国艺酒店停车场、渔

耕粤韵停车场、东区停车场、西区停车场

等，约提供3500个停车位。

●西樵山西门（白云洞）
西樵山西门周边配有听音湖广场停

车场、樵山文化中心停车场、保龄球停车

场、樵园食街停车场、樵园楼停车场等，约

提供1000个停车位。

●西樵山北门
西樵山北门周边配有碧玉停车场、金

典广场停车场、樵岭商场停车场等，约提供

750个停车位。

环保观光车

观光索道

步行游览

■登上鸡冠峰，可将万亩桑

基鱼塘尽收眼底。

■前不久，佛山首家持牌民宿碧云山舍在西樵山开门迎客。

■西樵山南门停车楼入口，每一层车位余量均有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