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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一条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郑州市“五河共建”奏响“兴水”华章工作纪实（上）

●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

修复工程建成后，将新增

水面面积 11.5平方

公里，绿化面积达到

20.95 平 方 公

里，形成96公里绿

色生态景观带。

●由市、县、乡、村四级河

长和河湖库巡护人员组

成的“4+1”河长组织

体系中，2796 名河

湖长、1617名巡察员

全部上岗履职，为每一条

河流支撑起强大的保护。

●牛口峪引黄工程批复

年 引 黄 河 水 总 量

8505 万 立 方

米，最大引水流量 15

立方米/秒，工程项

目总投资 25 亿元，

项目输水干线长34.6

公里，荥阳支线工程长

16.4公里。

□本报记者 李林

当无人机起飞，用镜头从空中俯视
整个郑州，广袤大地上每一条河流都像
生命的血液一样满怀激情地奔流，为冬
日静止的土地带来灵动与生机，为城市
源源不断注入动能与希望。

水资源是城市的命脉，决定着城市
发展的规模与前行的久远，所以流经城
市的每一条河流都弥足珍贵。

2018年，郑州筑起城市发展“三大
里程碑”：常住人口突破 1000万，建成
区面积突破 1000平方公里，GDP突破
1万亿元。一个正在向国家中心城市

“奔跑”的郑州，需要更牢固的发展基础
和更充足的发展资源。

郑州北临黄河，西依嵩山，境内遍
布大小河流 124条，市区内索须河、魏
河、贾鲁河、东风渠、金水河、熊儿河、七
里河蜿蜒流淌，如玉带镶嵌，滋润绿城。

如何管好、用好、保护好水资源，让
每一条河流都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
河？

近年，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和视察
黄河时重要讲话精神，郑州遵循“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的新时代治水思路和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的治水理念，
围绕郑州“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
优、外联”的城市发展总体布局，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
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
流、左右岸统筹谋划，着力推进“安全、
生态、景观、文化、幸福”五河共建，呈现
出为城兴水、为民造福的诸多新气象与
新成效。

今年新年伊始，郑州市委、市政府
即出台了关于坚持四水同治加快推进
新时代水利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一张覆
盖郑州全域的“外部大连通、内部大循
环”现代化水系网络描绘而出，随即一
揽子兴利除害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启动实施、成效日显。

记者采访，选取亮点，一窥全貌。
9月 29日，荥阳黄河岸边的牛口峪

引黄工程泵站控制室先是寂静，随着
“通水”的号令，又顿然沸腾。这是一个
载入郑州市生态建设史的日子，从这一
天起，郑州与黄河母亲又多一条紧密连
接的通道。

从荥阳市高村乡牛口峪村黄河枣
树沟引取的黄河水，经一级泵站提升至
新建沉砂池进行沉砂，再翻越邙岭，自
岭顶向东南依次穿过枯河、连霍高速、
索河、西南绕城高速及须水河等，最终
输入西流湖。有了牛口峪引黄工程，每
年超过8500万立方米的黄河水可以流
入、浸润、滋养绿城，有力解决城市生态
用水问题。

河流一直都在静默地缠绕、相伴城
市，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现在越来越
多的河流荡漾出微笑的涟漪，为城市增
加景致，为市民增添幸福。

以“安全、生态、景观、文化、幸福”
五河共建理念打造的贾鲁河综合治理
生态修复工程，让人眼前一亮，绿波荡
漾、鸟翔鱼潜、花木葱郁的景象吸引着
无数市民，移步其间，手机随处点按都
是风景。“这是郑州最新最大的滨河花
园，是城市送给百姓的一份‘礼物’。”来
自群众的心声，为贾鲁河治理成效点
赞。

据介绍，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
工程建成后，将新增水面面积11.5平方
公里，绿化面积达到 20.95 平方公里，
形成 96公里绿色生态景观带。同时，
以该工程为示范引领，郑州的河湖水系
生态建设也一浪高过一浪：

航空港区“蝶形”水系，郑东新区
“龙湖”“龙子湖”“象湖”“云湖”水系，经
开区“蝶湖荷湖”“龙渠凤河”水系，中牟
县“中央湿地公园”和“绿博”水系，新郑
市“一渠九脉”水系，新密市“双引两廊
三湖”水系，荥阳市“四库一河”水系，上
街区“两河六湖”水系，二七区“四河两
库一渠”水系，登封市“嵩颍”水系，一个
遍布城市、贯通东西的全域水系，正在
连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而由市、县、
乡、村四级河长和河湖库巡护人员组
成的“4+1”河长组织体系中，2796 名
河湖长、1617 名巡察员全部上岗履
职，为每一条河流支撑起强大的保护。

此外，水利工程的“重头戏”还在轮
番上演——今年以来，郑州系统研究
谋划了节水工程、再生水提标利用工
程、沿黄引水口门提升改造工程、现有
水库清淤扩容工程、水系连通工程、南
水北调调蓄工程、郑州东部引黄口门
向航空港区供水工程、郑州西水东引
工程、新建水库及调蓄工程等水资源

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 9 大类建设项
目，目前正在全力加快推进可行性研
究和规划论证。工程建成后，将形成
系统完善的水资源调配格局，构建起
与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相适应的现代化
水安全保障体系。

让每一条河流更净、更美、更靓，让
每一条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治水管水
工作的殷切嘱托，也是郑州水利建设和
发展坚持不懈、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着力生态修复——

让河之两岸
成为城市美丽新画卷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轴上，
城市正在向“公园”趋近。郑州境内遍
布大小河流124条，如果每一条河流都
能鱼跃莺飞，河之两岸都能够成为灵动
旖旎多彩的画卷，那么城市即拥有了滨

河之园。
目前，贾鲁河是最让郑州市民关注

与分享的城市河流之一，以此为“窥
点”，去欣赏一番滨河之景吧——

贾鲁河发源于新密、新郑两地山
区，全长 256 公里，在郑州市境内长
137公里，是市内最长的一条河流，被
称为郑州的“母亲河”。

自贾鲁河开展综合治理生态修复，
96公里的河流历经河道整治工程、生
态绿化工程、截污治污工程、水源工程，
项目总占地面积达到 32.45平方公里，
一张滨河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挖掘贾鲁兴水千年灿烂历史文化，
绘就中心城市百里绿水青山画卷，如今
游走贾鲁河畔，不禁感叹：变化翻天覆
地。

为解决贾鲁河疏挖产生的弃土消
纳难题，响应扬尘管控政策，减少土方
运输作业，从根本上减小施工大气污
染，利用河道疏挖弃土营造山岭景观，
丰富空间形态，变施工难点为设计亮

点，贾鲁河两岸悄然有了：祥佑山、祥瑞
山、祥云山、祥和山、祥迎山、牟山“六
山”，景翠岭、景秀岭、景明岭、景趣岭、
景奇岭、景致岭、景福岭、景泰岭、景怡
岭“九岭”。她们与河流对视、呼应，让
一马平川之地有了高低起伏之景。

其中，祥和山是贾鲁河六山之一，
位于贾鲁河与石武高铁西北角金水、惠
济两区交界处，取名寓意为吉祥和谐之
意，占地面积 420亩，高度 32米，共解
决河道疏挖土方约480万方,是贾鲁河
上消纳土方最多的山岭。祥和山山体
形态以“幽”为美，追求一脉既毕，余脉
又起，连绵多变的效果，登高北眺，可极
目黄河。

结合河道形态，山体围合出多种休
憩空间，祥和山上游设计了桃溪谷，结
合山谷设计自然蜿蜒的旱溪，旱季时是
旱溪花境的景观，雨季时能形成潺潺溪
流，两侧大片种植桃李，木道环绕，形成
一种浪漫氛围。中部临河侧是一个幽
静谷，以中间的空中栈道为中心，东部

设计大型极限运动场，结合山地的坡面
设计了滑草滑梯和铁路创汇景墙，有台
地花园、休息长廊、下沉趣味广场等，这
些内容共同组成了非常有趣味充满活
力的相对封闭的空间。高铁西侧布置
为烟雨谷，种植大量的黄栌，夏赏紫烟，
秋观红叶，是展现郑州乡土植物特色的
重要窗口。

据介绍，整个贾鲁河两岸共建有
“六山、六湖、六岛、九岭、十二园”。工
程实施后将呈现出湖光山色、河岛相
间、岭水相依、公园点缀，将形成灵动旖
旎的“贾鲁三十九景”。

重大工程带动——

让水资源
不断造福百姓生活

在郑州生态水利建设史上，时钟在
2019 年 9 月 29 日有了一处深刻的记
忆。

这一天，在荥阳黄河岸边的牛口峪
引黄工程泵站控制室，随着“通水!”一
声令下，现场操作人员轻点鼠标，通过
控制软件，提水泵即时启动。滚滚黄河
水奔流而入沉砂池，翻越邙岭，滋养绿
城大地。自此黄河与绿城以牛口峪引
黄工程为纽带，增多了一条新的“牵手”
通道。

此前的十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调研河南时，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
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
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黄
河保护治理指明了方向。牛口峪引黄工
程的实施正是郑州市以黄河引水调蓄系
统化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和优化配置，
让黄河更多造福人民的具体实践。

为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实现黄河
引水调蓄系统化，郑州市启动实施了牛
口峪引黄工程。该工程承担着向贾鲁
河等城区河道生态供水的重要任务，同
时还有改善灌溉效益和城市供水应急
备用的作用。

牛口峪引黄工程批复年引黄河水
总量 8505万立方米，最大引水流量 15
立方米/秒，工程项目总投资 25亿元，
项目输水干线长34.6公里，荥阳支线工
程长16.4公里，于2017年 10月份正式
开工建设。

工程主要建设包括水源工程、输水
干线工程和荥阳支线工程。水源工程
从荥阳市高村乡牛口峪村黄河枣树沟
引取黄河水，经一级泵站提升至新建沉
砂池进行沉砂，然后经二级提水泵站提
升翻越邙岭。输水干线自邙岭顶部，向
东南依次穿过枯河、连霍高速、索河、西
南绕城高速及须水河等，最终沿化工路
南侧到西流湖，共设荥阳支线、枯河、索
河、须水河和西流湖 5个分水口，向城
区河道生态供水，该工程荥阳支线还将
向南延伸至丁店水库，以解决郑州西南
区域的用水问题。

除此之外，近年来，郑州市遵循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
发力”的新时代治水思路，坚持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
治”，统筹解决水安全问题，助推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和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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