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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
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
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
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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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认真贯彻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抢抓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
机遇，全力打造高峡平
湖的生态文化旅游康养
产业带。按照济源示范
区党工委管委会安排部
署，我单位结合区域实
际情况，谋划了小浪底
河清区域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项目。项目总
投资约 。按
照谋划项目布局，分为

和
两大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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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一 “小浪底·在河之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

项 目 区 东 起 坡
头 镇 与 吉 利 区
交 界 处 ， 西 至
小 浪 底 黄 河 公
路 大 桥 ， 南 临
黄 河 、 北 至 黄
河3-5公里处，
总 投 资 约
117.87亿元。

02

1.沿黄生态修复及慢行系统项目
2.坡头码头生态修复及提升改造项目
3.滨湖生态养老体验中心项目
4.西霞湖游客集散中心项目
5.大河生态文化公园项目
6.留庄码头生态修复及改造提升项目
7.西滩岛生态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8.河之洲缆车及拖船项目
9.水上运动基地项目
10.河防堡垒生态公园项目
11.国际农产冷链电商项目
12.航道疏浚清理项目
13.西霞院库区库容恢复和生态修复项目

14.沿黄生态修复及慢行系统项目
15.航空小镇项目
16.大沟河生态环境修复及廊道建设项目
17.大沟河田园综合体项目
18.连地湿地公园项目
19.乐龄养老基地项目
20.砚瓦河生态环境修复及廊道建设项目
21.砚瓦河田园综合体项目
22.泰山码头生态修复及提升改造项目
23.河清口渡河公园生态修复提升项目
24.泰山湿地保护科普基地项目
25.河清古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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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对沿黄区域11公里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主要对坡头、留庄、泰山码头生
态修复提升，对航道进行疏浚清理，对沿黄河11公里堤岸进行土壤改良和植被
栽种，充分利用低洼及近水土地建设生态公园2个、对连地湿地公园进行综合提
升，对西霞院库区进行库容恢复和生态修复，对黄河支流大沟河、砚瓦河进行生
态修复，建设大沟河景观廊道、砚瓦河景观廊道；配套相应旅游基础服务设施，
主要完善景区通行方式，对坡头、留庄、泰山码头进行改造提升，修建“在河之
洲”观光索道及拖船线路1.5公里，建设滨湖慢行系统，对西滩岛进行基础设施
提升和安全防护，建设游客集散中心、河防堡垒红色教育基地、泰山湿地保护科
普基地，以及项目区内水、电、路、气、监控等；培育高质量发展类项目9个，
主要建设温泉民宿、水上运动基地、滨湖生态养老体验中心，航空小镇、乐龄养
老基地、田园综合体、河清古街、国际农产冷链电商项目。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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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环西霞湖生态修复提升项目01

主要围绕坡头、留庄、泰山三个区域进行修复提升

坡头

留庄

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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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主要对坡头、留庄、泰山三个码头进行修复提升，建设水污染防治设施、水
质环境监测站；在植树绿化堤岸同时做好护坡堤岸的安全防护及生态修复。
项目总投资1亿元。

环西霞湖生态修复提升项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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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西霞湖航道疏浚清理项目02

项目分为坡头码头至西滩
岛、留庄码头至西滩岛、
泰山码头至西滩岛三条线。
西霞院水库泥沙淤积严重，
为保证大中型船只顺利通
行，下挖泥沙，清理航线
上水生植物，疏浚航道，
同步做好后期维护与定期
清理工作。项目总投资0.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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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沿黄河生态修复与堤岸防护项目03

项目沿黄河水
岸线展开，东
起坡头村东侧，
西至小浪底黄
河公路大桥，
全长1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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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摒弃河岸线通
用的硬化做法，
避免造成河岸
生态景观差、
生物多样性低
等缺点，采用
当前最新技术，
进行土壤改良
和河流堤岸植
物措施防护。

沿黄河生态修复与堤岸防护项目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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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通过新型材料喷洒
固土和肥料缓释等
相关手段，加强堤
岸坡面植物生长，
建设生态堤岸，有
效稳定河道岸坡、
保持水土、改善水
质和生态环境。
项目总投资2.7亿
元。

沿黄河生态修复与堤岸防护项目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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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大河生态文化公园项目04

项目位于坡头镇大河名苑东侧地势低洼处，占地40亩。



—  17 — “小浪底·在河之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一

（一）生态保护类

02

合理搭配乔、灌、地被,达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景观效果，同时通过植物、设
施等对居民进行科普教育和生态教育；建设生态保护科普教育馆、滨水生态长廊、
观鸟亭、环境监测站等。项目总投资0.8亿元。

大河生态文化公园项目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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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河清口渡河公园生态修复提升项目05

位于小浪底专用线南侧，东起砚瓦河入河口，西至黄河桥，总占地约2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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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根据气候、植被特点和景观的需求,结合
树种的生态学习性,乔、灌、地被合理搭
配,达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景观效果，
同时通过植物、设施等对居民进行科普
教育和生态教育；深入挖掘河清口区域
“陈谢大军渡黄河”红色文化内涵，传
承杜八联革命历史文化，打造拓展训练
基地与红色文化体验区；对现有河清口
渡河纪念亭、杜八联革命展览馆等进行
改造提升。项目总投资约1.3亿元。

河清口渡河公园生态修复提升项目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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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西霞湖湿地公园项目06

位于连地村南，南
临黄河，北至小浪
底专用线，规划范
围内有村庄、大沟
河入黄河口、鱼塘、
田地、荒地、砂石
堆场等。规划面积
934.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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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建造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亲水栈道、
户外垂钓区、景观亭、湿地宣教
馆、风雨长廊等配套设施，形成
高品质的生态湿地公园。项目总
投资约0.87亿元。

西霞湖湿地公园项目06



—  22 — “小浪底·在河之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一

（一）生态保护类

02

西霞院库区库容恢复和生态修复项目07

项目将利用黄河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技术成
果，探测西霞院水库淤积泥
沙范围和总量；开展西霞院
水库库容恢复与泥沙资源利
用总体设计；对库区淤积泥
沙进行清理。有效的恢复西
霞院水库淤损库容，完善黄
河水沙调控体系，为黄河生
态修复提供保障。项目总投
资2亿元。



—  23 — “小浪底·在河之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一

（一）生态保护类

02

黄河支流生态环境修复及景观廊道项目08

结合山水林田湖
草规划，对大沟
河、砚瓦河进行
生态环境修复，
包括水质改善、
地貌景观改善、
物种保护修复等，
修建景观调节坝、
亲水步道、人工
滩地、河滩绿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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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

02

景观廊道依河而建，以自然生态修
复和文化修补为主，还原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景观基底，建设
生态、游憩圈层，道路两侧设置一
定宽度绿化带，种植高大乔木、低
矮灌木，花草地被相结合，形成错
落有致的景观效果。与机动车道分
离的林荫休闲道在设计形式上从游
憩功能出发，注重植物的色相和季
相，形成视线通透、赏心悦目的视
觉效果。项目总投资5.4亿元。

黄河支流生态环境修复及景观廊道项目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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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环西霞湖码头改造提升项目01

完善坡头、留庄、泰山3个码头配套服务设施，在码头现有台阶的两侧，安装自动扶
梯，建设售票厅、候船厅、海事服务大厅、广播室、监控中心，规范游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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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增设游艇码头，提升现有
游船码头质量，码头设计
以水位控制线（135m）为
基础，采用台阶平台式的
设计模式，下方临水处增
设趸船，以充分考虑水位
的变化达到码头的最大使
用价值；对留庄码头已有
建筑物的外、里面进行改
造，拔高标准，与周围环
境和谐相映。项目总投资 
1.1亿元。

环西霞湖码头改造提升项目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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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滨湖慢行系统项目02

结合沿黄河生态修复项目,修建自坡头村东侧至小浪底黄河公路大桥4米宽的
景观健身慢行道，全长1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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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步道按照鹅卵石铺
设、木栈道、塑胶
等工艺建设、安装
防护装置、设置科
学健身指导信息、
里程标识，安装照
明装置，安装音响
广播系统，道路两
侧进行小品点缀、
花草栽种，提升整
体生态景观效果，
总投资约2.8亿元。

滨湖慢行系统项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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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在河之洲”索道及拖船项目03

项目拟选址留庄码头至西滩岛，项目建设可扩展通行方式、有效满足游客立体、
直观、多角度游览需求。主要包括索道及拖船线路1.5公里，配套相应上、下站
台、主站房、控制室、候车室、售票厅、办公室、维修间、控制室、变配电室、
地面停车场等总投资约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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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西滩岛基础设施提升项目04

完善西滩岛供水排水功能，建设供排水管网系统、供水井1-3眼，自来水过滤系统
一套，小型生活污水处理站1座，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标准后外排；对西滩岛景观
进行美化绿化；安装警示牌、标识牌、引导牌；修建环岛步道，沿途增设休息廊
亭、观景台、公厕、驿站、监控等配套设施等。总投资约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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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西滩岛安全防护项目05

多年的调水调沙使西滩岛岛基出现坍塌现象，存在安全隐患，拟利用抽沙船对岛
周边进行吹沙作业，稳固岛基。同时利用固岛的沙滩打造黄河沙滩浴场。项目总
投资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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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西霞湖游客集散中心项目06

项目位于坡头镇大河名苑一期与二期间公共服务用地区域，占地约7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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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建设票务中心、
咨询中心、服务
中心、多媒体展
示中心、停车场、
医护救护站等，
完善综合服务与
咨询功能。项目
总投资0.8亿元。

西霞湖游客集散中心项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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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河防堡垒红色教育基地项目07

项目位于小浪底
专用线南侧，留
庄高地，占地3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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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利用留庄英雄民兵营“河防
堡垒”优秀传统，打造集传
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寓教于乐为一体的红色文化
基地，建设革命纪念馆、民
兵训练体验区、英雄人物长
廊等，建设公共绿地1.2万
平米、观景台4处、观光自
行车（环湖步道专用）租赁
点项目，切实丰富老百姓的
精神文化生活。项目总投资
1.1亿元。

河防堡垒红色教育基地项目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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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湿地保护科普基地项目08

位于坡头镇泰山堆场，占地4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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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建设停车场，设立科普展厅、
多功能会议厅、奇石博物馆、
培训中心、拓展中心以及餐
饮住宿等配套设施，通过湿
地科普知识竞答、湿地科普
知识电视片宣传、电子视屏
演示系统、互动多媒体投影、
中国湿地类型模型和湿地动
植物标本展示等寓教于乐的
互动，提高观众的生态保护
意识。项目投资约1.5亿元。

湿地保护科普基地项目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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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

02

配套公共服务项目09

项目区域内配套进行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医疗救护站、便民服
务厅、景区形象展示台、投诉处理中心、监控等，投资约3亿元。



—  39 — “小浪底·在河之洲”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一

（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河之洲凤凰民宿项目01

项目位于西滩岛，占地60
亩，主要突出“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与汉代古琴曲
《凤求凰》有异曲同工之
妙，打造高端民宿、诗经
文化主题广场与景观地标，
项目总投资0.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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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滨湖生态养老体验中心项目02

项目位于坡头镇大河名苑二期建设区域，占地面积218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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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采用无障碍宜老化设计，管家式服
务，包含老年公寓、社区医院、老
年护理院、宜老餐厅、老年大学等
配套，增设球类运动棋牌室等康体
娱乐、营养配餐等特色服务，建设
内庭花园，鸭戏鱼游、亭台楼阁点
缀。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

滨湖生态养老体验中心项目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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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水上运动基地项目03

 项目位于留庄恋水花园西侧，占地约6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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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依托西霞湖景观，引入优质
IP的“水”主题乐园，建设
集游乐、实景演艺、体育训
练于一体的大型娱乐综合体，
如体育赛事的承办、水上表
演、滨河餐厅等，四季、白
昼皆可游览，填补淡季空白，
激活夜间经济。项目总投资
0.9亿元。

水上运动基地项目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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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国际农产冷链电商项目04

 项目拟选址留庄火车站，占地约1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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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基于“物联网+”、大数
据运营、人工智能服务
平台模式下，围绕“农
产品交易、加工配送、
冷链仓储、大宗交易、
农旅观光、文化美食”
六大主题，打造济源面
向全国乃至国际的新型
产业集群。项目总投资
15亿元。

国际农产冷链电商项目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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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航空小镇项目05

 位于济源市坡头镇马住村，总占地约2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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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以建设通用航空机场为基
础，配套建设相应附属设
施，并以航空产业为依托，
建设航空产业园、商务园、
住宅区、航空博览园等，
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
经济区。项目投资约40亿
元。

航空小镇项目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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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乐龄养老基地项目06

位于连地村，占地约8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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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建设自然宁静的半山水景养老花
园，与城区合融养老错位发展，
结合了养生居住高端医院、老年
大学，以及商业街区、酒店等旅
游功能，比邻森林公园和高速出
入口，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交通
便利，配置高端医疗文化教育与
田园耕作，满足老人多元生活需
求，融入连地（犁掩地）、刘秀
王莽等文化传说，打造汉风特色
老街，提供食住游购等旅游业态。
项目总投资约20亿元。

乐龄养老基地项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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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田园综合体项目07

大沟河
田园综

合体

砚瓦河

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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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利用大沟河、砚瓦河两侧
现有耕地、林地，以现有
景观为基础，建设种苗培
育基地、农业采摘园、农
耕体验园、桃花谷、七彩
花田、生态农庄等，集循
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
体验于一体，以农业产业
集聚为主导，同时具备乡
村旅游等多项功能，描绘
一幅恬淡浪漫的田园图景。
项目投资约5亿元。

田园综合体项目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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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河清古街项目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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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类

02

位于坡头镇双堂村，通过精心筹备
运作，建设屋顶飞檐古色古香建筑，
种植古树、绿化带，设计路灯造型，
进行屋顶亮化、古树亮化、绿化带
亮化，打造夜景，架桥廊造水系，
造节点景观、文化墙、情景雕塑、
绿植景观，提供多处休息点，设置
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互动性、趣味
性现场制作类节目和业种，形成集
餐饮、休闲、娱乐、住宿、购物等
为一体的复合业态。项目投资约
2.5亿元。

河清古街项目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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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东起小浪底大坝，西至邵原唐山区域，南临黄河,北至新区边界，
概算总投资约34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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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包括：

沿岸植树增绿，打造生态绿化体系，建设大峪湾、下冶骆驼腰、邵原高沟湾森林
公园及长泉湿地公园，对矿区进行生态修复，打造生态公园体系，对仙口河、青
萝河、草沟、涧底河及逢石河进行生态环境修复，形成支流流域生态体系；建设
环湖公路及滨河慢行系统，进行沿黄地质灾害防治及堤岸防护工程，修建完善区
域性供给排水闭合系统，打造桐树岭、张岭、大峪、上寨、明珠岛、长泉、孤山
峡、毛田等8个滚装码头，完善水上航运体系，建设原头村、孤山峡及唐山三个
服务区，以及项目区内水、电、气、排污、道路绿化等；培育产业类项目10个，
建设小浪底国际水利工程文化园、黄河民俗文化大观园、中华百家姓文化园、小
浪底桐萝湾食养休闲小镇、黄河明珠中医康养园、小浪底·巴拉巴拉魔法乐园、 
黄河河清·鹿岭望海生态田园度假区、黄河唐山滨水度假村、龙凤爱情谷以及小
浪底特色美丽乡村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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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从生态绿化体系、生态公园体系与支流流域治理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建设。
生态绿化体系主要是对黄河沿岸以及道路两侧进行植树绿化，打造绿色生态屏障；
生态公园体系通过建设大峪湾与下冶两个森林公园、长泉湿地，对原头铝矿区进行
修复等措施，打造森林氧吧与生态观光产品；支流流域治理体系是对仙口河、青萝
河、草沟、涧底河、逢石河等黄河支流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最终形成四季常青、三
季有花的生态新区。

生态保护类项目

生态绿化体系 支流流域治理体系生态公园体系

对黄河沿岸以及
道路两侧进行植
树绿化，打造绿
色生态屏障

通过建设大峪湾、下
冶骆驼腰、邵原高沟
湾三个森林公园、长
泉湿地，对原头铝矿
区进行修复等措施，
打造森林氧吧与生态
观光产品

对仙口河、青萝河、草
沟、涧底河、逢石河等
黄河支流进行生态环境
修复，最终形成四季常
青、三季有花的生态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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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在黄河沿岸种植黄
栌、五角枫、槭树、
鹅掌楸等品种适宜
的树种，乔灌结合，
兼顾经济林与风景
林。

生态绿化体系项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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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大范围植
树增绿，
争取达到
75%的森
林覆盖率，
局部达到
90%以上，
打造生态
绿化体系。

生态绿化体系项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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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同时，以廊道绿化为重点，全面推进小浪底快速通道、邵吉线、渠马线、环湖公路等
沿线绿化，打造绿色生态屏障。项目概算总投资15亿元。

生态绿化体系项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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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森林公园项目：
建设大峪湾、下冶骆驼腰、邵原高沟湾三个森林公园。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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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森林公园项目：

保护现有物种资源，培育优势树种，形
成有观赏性的森林群落景观；结合城镇
居民向往自然的游憩需求，打造植物景
观，丰富活动场地，满足人们参与、学
习、观赏、健身等多种要求。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森林野营、徒步野游、自然采
集、绿色夏令营、自然科普教育、自行
车越野、野生动物观赏等。概算投资7
亿元。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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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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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湿地公园项目：

主要建设长泉湿地保育区、体验区、
生态功能展示区及服务管理区等。

保育区以保护和恢复原有的湿地生态
系统植被群系为主，保留自然的原始
风貌，严格控制人流量。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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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湿地公园项目：

体验区通过地形改造、水文联通等工
程，营造浅滩、溪流、喷泉、开敞水
面、河流片段等湿地景观形态，体验
湿地独特的水体景观、湿地农耕文化、
渔事等生产活动。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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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湿地公园项目：
展示区通过构建潜流湿地和表流湿地，
配置净化能力强、景观效果突出的湿
地植物，设置可供游人进入的廊、桥、
汀步等设施，恢复岸带植被，增加景
观层次，通过沉水植物群落、浮水植
物群落、挺水植物群落、湿生草本群
落等在空间上的分布，展示群落结构
多样性和空间分异规律，同时构建线
型休闲景观廊道。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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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湿地公园项目：

服务区位于公园的入口处，
植物景观结合游客服务设
施，以引导、围合与创造
开敞大气的景观特色为宜，
注重乔、灌、草、地被不
同层次植物的搭配，以丰
富空间效果。

概算投资3亿元。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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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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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矿区生态修复项目：
对原头村露天铝矿区进行生态修复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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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矿区生态修复项目：

主要通过清除危石、降坡削坡，
把边坡的坡度降到安全角度以下，
以消除崩塌隐患，同时对已经处
理的边坡进行复绿；在土壤上种
植植物，通过植物的吸收、挥发、
根滤、降解、稳定等作用对受损
土壤进行修复改良。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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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矿区生态修复项目：

构筑人工湿地，通过耐受植物、微生
物的作用去除水中污染物等措施，进
行边坡治理、土壤基层改良、矿山污
染的植物修复、矿山水资源的修复、
微生物修复等，使恢复后的矿区生态
系统能够维持稳定。概算投资5亿元。

02 生态公园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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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对仙口河、青萝河、草沟、
涧底河、逢石河等支流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与新农村建
设相结合，开展水环境修复
和亲水环境建设，包括水质
提升、地貌景观改善、物种
保护修复等，建设亲水步道、
人工滩地，进行河滩绿化，
改善支流环境，保障生态流
量，打造河畅、水清、堤固，
岸绿、景美的流域景观。概
算投资6亿元。

03 黄河支流流域治理体系项目

对仙口河、青萝河、草沟、
涧底河、逢石河等支流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与新农村建
设相结合，开展水环境修复
和亲水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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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保护类项目

对仙口河、青萝河、草沟、
涧底河、逢石河等支流区域
进行生态修复，与新农村建
设相结合，开展水环境修复
和亲水环境建设，包括水质
提升、地貌景观改善、物种
保护修复等，建设亲水步道、
人工滩地，进行河滩绿化，
改善支流环境，保障生态流
量，打造河畅、水清、堤固，
岸绿、景美的流域景观。概
算投资6亿元。

03 黄河支流流域治理体系项目

包括水质提升、地貌景观改
善、物种保护修复等，建设
亲水步道、人工滩地，进行
河滩绿化，改善支流环境，
保障生态流量，打造河畅、
水清、堤固，岸绿、景美的
流域景观。概算投资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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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地质灾害防护主要包括在易滑
坡区域修建排水沟、排水井、
抗滑垛、抗滑桩等，在可能崩
塌区域修建护墙、护坡、挡石
墙、落石平台等，设置地质灾
害监测站;对沿黄堤岸进行植物
措施防护，通过新型材料喷洒
固土和肥料缓释等相关手段，
加强堤岸坡面植物生长，建设
生态堤岸，有效稳定河道岸坡、
保持水土、改善水质和生态环
境。概算投资12亿元。

01 沿黄地质灾害防治及堤岸防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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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桐树岭、张岭、陆家
岭、明珠岛等区域建
设4处独立封闭的给
排水系统，结合山区
地势，充分考虑地形
条件，分片区建设4
处供水工程、4个污
水处理站、管网配套
工程等，保证污水不
出岛，排放断面达到
国家标准。概算投资
4亿元。

02 供排水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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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环湖公路东起大峪镇
桐树岭半岛，向西联
通张岭半岛、陆家岭
半岛、明珠岛、黄河
三峡景区至邵新高速
出口，全长50公里，
宽14米（行车道7米，
硬化路肩1.5米），
设计建造标准为山区
公路二级。

03 环湖公路及滨河慢行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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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依托环湖公路沿黄修建慢行系统，
东起小浪底大坝，西至邵原唐山
村，全长40公里，宽4米，路面采
用乱世碎拼、水泥模压、彩色沥
青、塑胶、防腐木等材料，沿途
安装防护装置、照明装置、音响
广播系统。

03 环湖公路及滨河慢行系统项目



—  78 — “小浪底·中原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二

（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设置科学健身指导信息、里程标
识、标志牌、自行车停车位、行
人休息座椅等，打造行人步行和
骑车更安全舒适的通行环境，建
设中原海全程马拉松赛道。概算
投资50亿元。

03 环湖公路及滨河慢行系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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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建设桐树岭、张岭、大峪、
上寨、明珠岛、长泉、孤山
峡、毛田等8个滚装码头，
建设宽6米、直线段坡度10%
的实体或架空斜坡道、趸船、
售票厅、候船厅、海事服务
大厅、广播室、监控中心等，
设置临河观景休闲长廊、配
套完善供电、供水、消防、
环保、绿化、停车场等设施。
概算投资15亿元。

04 水上航运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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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建设桐树岭、张岭、大峪、
上寨、明珠岛、长泉、孤山
峡、毛田等8个滚装码头，
建设宽6米、直线段坡度10%
的实体或架空斜坡道、趸船、
售票厅、候船厅、海事服务
大厅、广播室、监控中心等，
设置临河观景休闲长廊、配
套完善供电、供水、消防、
环保、绿化、停车场等设施。
概算投资15亿元。

04 水上航运体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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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05 旅游服务区项目

  建设原头村、孤山峡、唐山3个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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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原头村服务区主要
建设票务中心、咨
询中心、服务中心、
多媒体展示中心、
停车场、医护救护
站等，完善综合服
务与咨询功能。

05 旅游服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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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孤山峡服务区以森
林小火车开辟一条
孤山峡游览路线，
围绕黄河文化故事，
丰富景区活动，举
办“中原看海”、
“世界赵氏恳亲大
会”等活动，提升
景区服务能力。

05 旅游服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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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类项目

唐山中转服务区以
满足游客行游购乐
需求为指引，建设
停车场、新能源汽
车充电装置、特色
餐饮、土特产购物
体验中心、智能化
信息导引处、休息
区、帐篷营地等。
概算投资3亿元。

05 旅游服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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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水利工程技术的杰出代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黄
河生态保护和治理进入新时代的里程碑。拟整合黄河流域高品位的自然和文化资
源，联合申报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01 小浪底国际水利工程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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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该项目位于大峪镇张岭村，
以黄河治理为轴线，选取
从鲧禹治水到小浪底大坝
建设，从秦枋口到引沁济
蟒渠，将龙羊峡、刘家峡、
青铜峡、三门峡、柴家峡、
秦枋口、引沁济蟒渠等水
利设施修建的背景、文化、
工艺、成效都展现出来，
构建整个黄河流域修建大
坝的历史缩影。

小浪底国际
水利工程文化园

01 小浪底国际水利工程文化园项目    



—  87 — “小浪底·中原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二

（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按照小浪底工程的提议、决策、设计、施工、建设等时序，集中再现其各个历史节点
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等，重点做好国际合作园区的建设，凸显小浪底工程对世界水
利工程的贡献。

01 小浪底国际水利工程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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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建设水利移民展馆，体现黄河儿女“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牺牲精神；
建设国际水利文化交流中心，设立黄河国际水利论坛，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项目概算总投资5亿元。

01 小浪底国际水利工程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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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张岭半岛

02 黄河民俗文化大观园项目    



—  90 — “小浪底·中原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二

（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复制黄河流域九省特色民
俗建筑，以及被淹没的水
下村落，同时将各省的民
俗文化、风土人情、风味
小吃、代表性文创产品等
融入进来，分省打造特色
街区，如“青海街”“宁
夏街”、“甘肃街”等，
不出大观园就可体验到各
省风情。

02 黄河民俗文化大观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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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充分挖掘河清文化，梳理文化发展脉络，打造寓教于乐的历史街区，弘扬黄河文化，
讲好黄河故事。项目概算总投资50亿元。

02 黄河民俗文化大观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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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陆家岭村

03 中华百家姓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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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以北宋版本《百家姓》
为主线，主要展示前30
个姓氏的起源、得姓始
祖、姓氏人杰及姓氏故
事。

03 中华百家姓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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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主要建设中华姓氏文化广场、姓氏
宗祠、代表人物雕塑演绎、各姓氏
独立文化小院，将姓氏文化与上古
神话、道教故事结合起来，寻根溯
源，打造独有的姓氏图腾与延续脉
络。弘扬正能量，歌颂人们的家庭、
婚姻、长寿、仕途、财运福禄，同
时开展小朋友学国学、孝爱亲等互
动项目，增强文化认同感。文化园
配套以姓氏为前缀的特色农家乐餐
饮。概算投资70亿元。

03 中华百家姓文化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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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04 小浪底桐萝湾食养休闲小镇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桐树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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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利用水主题元素，
融合新中式建筑
风格，打造桐萝
湾美食街与桐萝
湾小镇运动中心,
以水养人，以水
乐人。

04 小浪底桐萝湾食养休闲小镇项目



—  97 — “小浪底·中原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二

（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定期举办黄河鲤鱼美食
季、春季美食大赛、帆
船与赛艇水上赛事、山
地活动等，主要建设特
色民宿区、休闲旅游服
务中心、水上训练基地、
特色食养街等，打造集、
住宿、餐饮、会议、训
练等一体的美食休闲旅
游小镇。概算投资15亿
元。

04 小浪底桐萝湾食养休闲小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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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05 黄河明珠中医康养园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明珠岛



—  99 — “小浪底·中原海”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二

（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主要依托明珠岛建设
健康管理与服务中心、
商业服务中心、中医
药百草馆、康复诊疗
馆、中医疗养院、禅
修院、明珠绿道等，
功能涵盖中医诊疗、
食疗保健、药养温泉，
打造传统中医疗康养
主题群落。概算投资
30亿元。

05 黄河明珠中医康养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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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06 小浪底·巴拉巴拉魔法乐园项目

项目位于下冶镇原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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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在原头村露天铝矿
区生态修复的基础
上，建设魔法城堡、
奇幻迷宫、森林探
险、神奇动物乐园、
魁地奇运动场、密
室历险、魔法迷宫
等户外亲子及团队
拓展项目。概算投
资15亿元。

06 小浪底·巴拉巴拉魔法乐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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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07 黄河河清·鹿岭望海生态田园度假村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陆家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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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项目位于大峪镇陆家
岭村，依托邵吉线和
大峪湾森林公园，立
足山水资源，谋划农
业嘉年华、百花谷、
生态农庄等区块，发
展生态有机农业与文
旅休闲产业。

07 黄河河清·鹿岭望海生态田园度假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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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建设特色民宿，提
升旅游软硬件；整
合当地人文资源和
田园文化，丰富度
假区文化内涵。概
算投资5亿元。

07 黄河河清·鹿岭望海生态田园度假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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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08 黄河唐山滨水度假村项目

项目位于邵原镇唐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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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依托现有村庄建设用地，构
建多种空间类型、多种经营
方式的乡村旅游服务与乡村
度假产品，主要包括乡村旅
游服务与乡村禅修度假，改
造更新窑洞等本土建筑，打
造特色旅游服务节点，提供
禅意饮食、晋豫陕农特产品
等。概算投资3亿元。

08 黄河唐山滨水度假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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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项目位于下冶镇陶山村

09 龙凤爱情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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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挖掘赵匡胤与京娘的
爱情故事，依托龙凤
峡、普救寺等爱情文
化载体，打造龙凤峡
观景台、海枯石烂石、
爱情窑洞、情侣亭、
玫瑰花园等特色爱情
文化空间，提供爱情
文创产品，打造爱情
文化圣地。概算投资
10亿元。

09 龙凤爱情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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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依托大峪湾优势资
源，将寺朗腰、反
头岭、青萝河、偏
看村、大奎岭组团
发展，发展生态有
机农业，种植大葱、
山药、南美梨、小
胡萝卜、莴苣、番
石榴、桑葚、苋菜、
白花菜、洋蓟等特
色农产品。

10 小浪底特色美丽村庄组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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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发展类项目

举办风车节、丰收节、
采摘节、美食节、山
地音乐节等，打造
“一村一品”，提升
特色农产品的附加值，
增加村民收入；恢复
生态环境，保留特色
乡村建筑风貌，改善
人居环境，提高居住
品质，提升幸福指数。
概算投资20亿元。

10 小浪底特色美丽村庄组团项目



黄河清  天下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