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城市水系是焦作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从“城乡防洪、
农业灌溉、补充地下水源、生态建设、景观提升、转型发展”六大
功能需要出发，推出的事关焦作长远发展的重大工程，是焦作推
动城市转型“十大建设”战略任务的重要一环。

水是城市的灵魂、生命和品位。为建设城市水系，打造
生态宜居之城，焦作市于 2012 年编制了《焦作市城区水系规
划》。该规划以城区现有河流为基础，通过引、调、蓄等措
施，构筑内部大循环、外部大连通的城市水系格局。

规划范围东起东海大道，西至中南路—焦晋高速公路，北
起影视路—焦辉路，南到济焦新高速公路，面积约 214平方公
里。通过整治城区河道，建设引水工程、调蓄工程等，形成“四
廊六脉连山水，三环碧水泛轻舟，五库六湖嵌明珠，湿地生态
现美景”的城市水系。

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合理利用
水资源，即拦蓄天上水，引来黄河水，留住过境水，补充地下
水。二是兴建水利设施，主要建设“四廊六脉”、“五库六
湖”、“东西湿地”等。三是打造生态景观，修筑亲水平台，培
栽花草树木，创建生态宜居环境。

“四廊”为以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新河、大沙河以及蒋
沟河等自西向东走向的四条河道，河道两侧高标准绿化后，
形成城市四条绿色廊道。

“六脉”即城区自北向南流动的白马门河、普济河、群英
河、瓮涧河、李河和山门河。规划围绕两侧绿色空间,布置多
样性亲水设施，增强游憩功能，在部分河段实施漂流，形成

优美的滨水空间。
“三环”即新开挖怀庆河、山阳河、太极河、七贤河，连通沁泉

湖、山阳湖、新河、大沙河。新开挖迎宾河、智水河，连通沁北干
渠、蒋沟河和大沙河。以实现城区水系的相互贯通，打造“商业
游憩环”、“城市休闲环”、“历史文化环”等城市亮点，承载景观空
间营造、水资源调配、城市河道通航的重要功能。

“五库”即打造灵泉湖、东湖、影视湖、龙寺水库、圆融水库。
在承载引黄调蓄、农田灌溉、雨洪利用、水质净化、地下水补源、空
气调节等作用的同时，兼具生态环境改善、景观营造等多重功能。

“六湖”即规划龙源湖、许衡湖、白鹭湖、武王湖、沁泉湖、山
阳湖等，滞蓄洪水，兼具水资源配置、打造宜居环境等功能。

“东西湿地”即借助河库建设，在城区西部建设许衡湿
地、大沙河带状湿地，在城区东部建设武王湿地和白鹭湖湿
地，达到调蓄洪水、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整体思路是内部大循环，外部大
连通。内部大循环，即通过工程措施，使城区 6 条纵向河道
与南部的新河、大沙河、蒋沟河、引黄入焦干渠以及灵泉湖、
东湖等河库交织贯通，营造滨河景观，构建循环的城市水
系，促进城市生态环境建设。

外部大连通就是借助周边丰富的水资源优势，共同补充城
市水系，使城区之水与外部之水有机连通联系起来。引黄入焦
工程将引来的黄河水、沁河水一路向北，送达大沙河，最后向拟
建的东湖供水；正在建设的孤山湖水库、影视湖水库、龙寺水库、
圆融水库也将通过渠系，将天上水、过境水引来城区。

城 市 水 系 扮 靓城 市 水 系 扮 靓 美 丽美 丽 焦 作焦 作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地处太行山
南麓，坐落在山前坡地和平原交接地带，南
水北调中线干渠穿城而过，城区南北高差近
100 米，今年被水利部列为全国水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为保障城市防洪安全，解决城
区周边农田灌溉用水问题，加快建设水生态
文明示范市，焦作市计划用 3-5 年时间，构
筑“内部大循环，外部大连通”的城市水系。

建设城市水系是焦作市从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
力度，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打造“半城青山半
城水”的国际知名旅游之城、山水园林之城、
生态宜居之城的战略高度出发而采取的重
大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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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总体规划，分三年逐步实施。
经过建设者们一年多的努力，焦作市城市水系建设正

由蓝图化为现实。截至目前，已完成大沙河迎宾路两侧 50
年一遇防洪工程，形成了 5.4 公里长、120 米宽的景观水面；
灵泉湖水库 1000 亩水面已形成水天一色的美景；影视湖
水库完成一期工程三道挡水堰建设；大沙河带状湿地完成
全长 10 公里主体工程；引黄入焦干渠工程全部完工，黄河
水已引入大沙河，新增引黄灌溉面积 158.5 万亩，在今年夏
季抗旱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 年，将全面完成灵泉湖水库、东湖水库建设任务，
形成水面 4400 亩，库容 1148 万立方米；完成孤山湖水库、
龙寺水库、圆融水库建设任务；继续推进引黄灌区向大型
灌区发展；完成大沙河带状湿地景观、许衡湿地、武王湿
地、白鹭湿地建设任务；继续推进其他配套水厂建设工
作。引黄灌区将向修武等地延伸。

美 好 蓝 图 变 美 景

建设城市水系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通过城市水系建设，不仅能大大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城市价值，而且有利于
建设国际知名旅游之城、山水园林之城和生态宜居之城。

城市水系建设可有效保障灌溉及工业用水。城市水
系建成后，大大小小的蓄水工程能解决 70 万亩耕地的灌
溉需求，同时可保障焦作市产业集聚区工业用水之需，使
未来工业发展有了可靠的水资源保障。

城市水系的建设可保障城区防洪安全。焦作市城市
水系建成后，充分利用河、湖、库、渠，通过拦引蓄等将防
洪标准提高到 50 年一遇，有效保障城区安全和南水北调
总干渠大堤的安全。

城市水系建设有利于打造国际旅游名城。焦作市通
过城市水系建设，将山、水、林有机统一起来，城市将形成
山水相映，湖光十色，文化艺术品遍布，健身设施密布，超
过 100公里长的自行车赛道，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娱乐、度
假的山水园林胜地，能够有力地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城市水系建设可有效改善小气候。城市水系建成后
可增加水面 1.8 万亩，增加绿化美化面积 1200 万平方米，
可有效地提高城区湿度，改善空气质量，形成良好的城市
气候环境。

城市水系建设可增加地下水补给量。通过蓄水工
程、输水工程、人工湖、湿地，每年可补给地下水约为 500
万立方米，对提升周边地下水位，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发挥
重要的作用。

经过一年的城市水系建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已
经初步显现。

随着引黄入焦工程的快速推进，一渠酣畅的清流，今
年已经直送城市水系，结束了焦作市城区多年来不用黄
河水的历史。“半城碧水映山色，百里莺啼闻花香”，这一
承载几代怀川儿女梦想的美好愿景，随着黄河水的引入
将逐步变成现实。

从灵泉湖引水，经普济河、黑河，将清水送入龙源湖，
再经黑河、新河，将水送入东湖的水循环系统成为现实。
龙源湖建成以来首次引地表水入湖成功，再现飞鸟成群
的水面景观和动人景象。

12 公里长的大沙河带状湿地工程正在建设中。大
沙河带状湿地堤外是 50 米绿化长廊和 4 米宽绿色国际自
行车赛道，河道内栽种以芦苇、蒲草、荷花、红柳为主的生
态水生植物。该湿地可形成生态体验区、水景观区、水天
一色区、荷塘垂钓区和亲水游园、田园风景游园等壮美景
观，为市民提供郊游、休闲、健身、野趣的好去处。

宜 居 之 城 在 成 型

A JGT2014-16号，位于山阳区山阳路东侧、龙
源路北侧，太极文化广场西南角，出让土地面积为
75642平方米（合113.46亩），规划指标：容积率≤2.5；
建筑密度≤40%；绿地率≥35％；建筑高度≤60m；商
业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50%。用途：商住。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周边成熟开发楼盘有
建业森林半岛、新东润—奥体公馆、远大山阳春天，已
形成成熟住宅连片区域，北侧即为焦作市太极拳文化
交流中心（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
会举办场地），绿地环绕，是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B JGT2014-17-2号，位于山阳区人民路南
侧、翁涧河东侧、新焦作大学东侧，出让土地面积为
57432平方米（合86.15亩）。规划指标：容积率≤2.9；
建筑密度≤20%；绿地率≥35％；建筑高度≤75m。
用途：住宅。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瓮涧河改造后形成

河流环绕该地块，北临焦作市主干道人民路，西临文
汇路，焦作市海关、山阳区法院、焦作市检察院、焦作
大学等均在周边，行政单位齐全，配套完善。

C JGT2014-18号，位于解放区民主南路与丰
收路交叉口东南角，出让土地面积为 44877 平方米

（合 67.32 亩），规划指标：地块一容积率≤2.8；建筑
密度≤30%；绿地率≥20％，地块二容积率≤2.8；建
筑密度≤20%；绿地率≥35％。用途：地块一商业、
商务用地（不得用于批发市场用地），地块二住宅。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该地块地处焦作市核
心商业圈，王府井商业综合体、锦祥商业街、丹尼斯购
物广场环绕项目地块，商业价值凸显。建行、中行、解
放区法院检察院、幼儿园等单位齐全，项目东侧即为
占地1700亩的龙源湖公园。

D JGT2014-20号，位于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碧莲路北、文汇路西侧、一中校区东，出让土地面
积为 96285平方米（合 144.43亩），规划指标：容积率
≤2.8；建筑密度≤22%；绿地率≥35％，商业占总建
筑面积≤5%。用途：住宅（配建商业）。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地块西侧即为焦作市
最优高中——焦作市第一中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
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河南工信学院均在碧莲路、山阳
路两侧，是打造学区房不可多得的优势项目地块。

E JGT2013-36号，位于马村区人民路北侧、

文鑫路西侧、规划中兴路东侧，出让面积 7.3337 公
顷（合 110 亩），其中地块一 6.7481 公顷（合 101.22
亩，用途为商住，用途为商服、住宅，容积率≤2.3；
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商业占总建筑面
积≤9%；地块二 0.5856 公顷（合 8.78 亩）；容积率
≤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20%；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交通便利。
F JGT2014-12-2号，位于马村区文昌路东

侧、人民路南侧，出让面积 10.7271公顷（合 161亩），
其中地块一6.9574公顷（合104.36亩），容积率≤3.0；
建筑密度≤55%；绿地率≥5％，用途为批发零售商业
用地；地块二3.7697公顷（合56.55亩）；容积率≤2.0；
建筑密度≤50%；绿地率≥5％，用途为商服。

项目地块优势及周边配套：交通便利，拟打造
焦作最大的中原商贸区。

G JGT2014-23 号；人民路北侧、西经大道两
侧，面积 600340 平方米（900 亩），容积率≤2.45，建
筑密度≤20%，绿地率≥30%，用途为商住。

优势：拟打造焦作最大的综合住宅小区。
H: JGT2014-24 号；丰收路南侧、职教园区东

侧，中原路东侧，出让面积 400200 平方米（合 600
亩），用途为住宅、商业，容积率≤2.5，建筑密度≤
40%，绿地率≥35%。

优势：打造学区房不可多得的优势项目地块。

核心提示 在“四个河南”建设中，焦作市从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出发，与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发展、宜居之城打造统筹考虑，立

足于防洪、灌溉、补充地下水、生态建设、景观提升、转型发展六大功能需要，建设“内部大循环，外部大连通”城市水系。

美丽焦作的水系蓝图

政 府 规 划 生 态 宜 居 宜 业 宜 游 区
据了解，焦作市政府正加紧商务中心区

和特色商业区的规划建设，规划焦作市新河
商务中心区，准备出让的 8 宗建设用地，均
位于市区核心地段（见示意图和具体介绍），
这些地块依水傍河，所规划项目宜商宜居宜
业，建成以后，将与碧波荡漾、河清水秀的城
市水系共同构成一个水在城中、城在水中的
美丽新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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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城市水系与商务中心区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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