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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

以重点项目展现“五彩三门峡”美好前景

三门峡是一个资源型工业城市，在长期的资源
开采、加工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 310国道、209国道两条国家
干道从城市穿过，310国道日通行车辆达近 5万辆，
209国道达到 2.3 万辆，其中 70%以上是大型货车，
机动车尾气问题非常严重，是影响全市空气质量的
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城市的美化家居就谈
不上。

治理城市环境需要痛下决心！市委市政府不惜
损失上百亿元产值的经济影响，重点对小秦岭和黄
河湿地等区域的生态环境开展了铁腕整治，坚决依
法取缔小秦岭黄金等采矿权 30个，拆解沿黄经营船
只453艘，并投入资金 2.5亿元，通过清运矿渣、覆土
绿化、治理非法采砂、污水截污纳管等措施开展矿
山、湿地生态综合修复。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小秦

岭、黄河湿地等区域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
在“绿盾 2017、2018”国家专项检查行动中
得到充分肯定。

为彻底治理城市空气污染问题，争取
实施了 310 国道南移和 209 国道改线两个
重大交通项目，其中 310 国道南移项目投
资 123 亿元，是建市以来投资最大的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目前正在顺利推进，预计
今年 8 月份建成通车；209 国道改线项目
也于去年 11 月份正式开工。这两个项目
建成后将彻底解决公路交通造成的“污染
穿 城 ”问 题 ，极 大 改 善 全 市 大 气 环 境 质
量。针对大气和水污染排放问题，三门峡
抢抓全省大力实施“三大改造”机遇，通过
技术手段提高污染处置能力，实现达标排

放，推动绿色发展。“扩”就是生态扩容，从
长远上不断增强环境承载力，扩大环境容
量。仅今年，三门峡持续推进扩绿增湿，
深入推进国土绿化和“四水同治”，开展百
里黄河湿地修复、千里城市绿廊建设、万
亩矿山修复的生态建设“百千万”行动，推
进实施了投资近百亿元的国储林项目，完
成造林面积 19 万亩，启动实施了“九水、
七湖、七泊”城市生态水系工程，一座山清
水秀、鸟语花香的森林花园城市逐步呈
现。

随着这一系列措施的深入实施，三门
峡市的综合环境质量也明显提升，特别是
空气质量指标连续多年在全省排名前列。
正是因为有了“蓝天白云好空气”，才吸引

来了白天鹅这一大自然精灵，现在每年来三
门峡黄河湿地栖息过冬的白天鹅达 1万多
只，占全国白天鹅总数的三分之二，三门峡
也成为全国最大的白天鹅栖息地和观赏区，
吸引了大批游客、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
旅游观光、采风创作。依托白天鹅这一大自
然精灵，成功举办了第 12届中国摄影艺术
节，参展摄影家 1500 余人，观展人数 15 万
人次，网上点击量达到 1.2亿次，均创历届之
最。在此基础上，巩固成果，成功将第 13至
17 届连续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落户三门
峡，并与中摄协开展全面深度合作，在三门
峡谋划建设集产学研游展为一体的中国摄
影城，着力打造全国摄影文化艺术高地，“天
鹅之城”的城市名片已经叫响全国。

今年 1月份以来，三门峡市在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推进“三大改

造”方面成效斐然，“三大改造”项目很

有前途也很有效果，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起步快、效果好、

后劲足，城市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疫情下复工复产情况如何？复工企业

还有什么困难？年初定下的重点项目

进展如何？笔者近日进行了走访。

春风拂面暖，大河杨柳垂。4月 17日，三门
峡市黄河岸边会兴渡口，紧临黄河新修成的沿
河步道上，三三两两的游人正沿着黄河散步、骑
行、跑步，靠崖一边绿草如茵，还有一团团粉嫩
的海棠花儿。

“从会兴渡口向东到王官湿地这 6公里，一
路尽览黄河美景，跑起来让人心旷神怡，这条生
态廊道就是我们的幸福大道。”跑友雍涛边跑边
说。“这里河面宽阔，花红柳绿，每天陪着老伴在
这里走一走，晒晒太阳，真好！”市民张先生说。

让市民交口称赞的这条幸福大道，就是三
门峡市百里黄河生态廊道。“黄河流经三门峡
206公里，占全省的 28.9%，像一双臂弯把三门
峡环抱着。”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李海龙介绍，“三门峡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在原来
防护堤坝道路和乡村农耕道路基础上，通过加
固提升道路，绿化美化沿途景观，治理入河支
流，沿着黄河这条主线，把一个个湿地串联起
来，把中心城区与乡村串联起来，把三门峡黄河
文化元素串联起来，让黄河融入城市的发展，让
绿色生态成为母亲河的裙摆。”

目前，三门峡市主城区沿河景观群的王官
黄河湿地、黄河公园、陕州公园、天鹅湖湿地公
园已经实现了串联，向市民开放。从天鹅湖湿
地公园沿着生态廊道向西，路面渐宽，工人正在
紧张地施工。

“目前施工的一期工程中，从陕州区大营镇
辛店村到灵宝函谷关这段廊道长 36.3 公里，路
基宽11米，跨越五里河、金水河、淄阳河、好阳河
4条黄河支流。设计时，我们依势而建，考虑最
多的是湿地的生态保护和廊道景观的融合。”三
门峡市规划勘测设计院副院长严瑞玲说。

在好阳河湿地，远处桃园里桃花盛开，近处
新栽的雪松郁郁葱葱。“这里将被打造成一个 2
平方公里的临河公园，公园里有湖有亭，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与周边农户的荷塘、桃园和葡萄园
融为一体，通过生态廊道带动休闲和旅游业，从
而带动周边乡村产业的发展。”严瑞玲介绍。

设计者的匠心旨在让自然融进生活，让行走
在生态廊道的游人处处都有不一样的感受。穿
越明清古枣林，沿着弘农涧河逆水而上，白色苹
果花正在盛开，不远处就是“道家之源”函谷关。

“生态廊道建设复工后，每一个工作面都在
抓紧施工，我们争取5月份按计划完成一期从黄
河大坝到函谷关这段70公里的道路提升工程。”
严瑞玲说。

为了促进全市重点项目推进速度，3月 30
日至31日，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市长安伟带
领市四大班子，对三门峡复工复产暨重点项目、

“三大改造”情况进行了集中观摩。观摩团一行
先后观摩了开祥化工智能工厂、渑池大宗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宝武铝业年产 60万吨铝
合金精深加工一期、骏通车辆富通物流园、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山水林田湖草修
复、速达纯电动汽车整车生产等 22 个重点项
目。在疫情之后，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4月 14日，笔者来到了陕州区的骏通汽
车制造公司，参观了全球领先的半挂车智能
制造车间，这里有世界领先的多机器人协同
柔性焊接生产线。只见无数个机械手在车
间里有序忙碌，却很少见到工人。

车间负责人告诉笔者：这条生产线改造
之后，机器替换人工达 80%以上，整条焊接
生产线仅需 23人，可达到 24小时三班日产
100台半挂车生产能力。整体生产效率提
升三倍以上，产品质量提升 20%，有效生产
率达 98%，产品合格率达 99.4%，材料利用
率提高 40%以上。生产线采用智能化生产
管理模式，管理系统以MES、ERP信息化管
理系统为核心，真正实现了智能制造。

为了鼓励各个企业三大改造的积极性，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加强政策引领，出台“三
大改造”项目管理办法，在市财政非常困难

的情况下，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采
取财政补助和专项奖励的方式，支持引导企
业实施“三大改造”。出台了三门峡市“三大
改造”工作行动计划，制定了三门峡市智能车
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创建标准，首次在市级
层面开展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的培
育、创建。建立了全市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家
库，加强企业诊断、项目评审、决策咨询等。

在政策的激励下，各县（市、区）“三大改
造”工作推进更加有力有效。如渑池县积极
引导古斯特花辊公司实施技术改造，完善产
业链，仅用 25天就建成我省首条医用熔喷
无纺布生产线，创造了战“疫”攻坚的渑池速
度。示范区出台了“产业发展优惠政策”等
资金奖补政策，对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等
20家企业奖补资金338万元。

开祥化工智能工厂建设项目，从人员安

全管理、能耗在线监测、5G技术深度应用、
先进控制系统、数字孪生工厂、皮带廊无人
值守系统、工控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等方面进
行建设，推动企业打造融合生产、资产和人
员智能管理的智慧煤化工企业。速达电动
汽车规划的电池模组生产线，关键工位全部
采用机器人自动完成，动力电池PACK线采
用智能化 AGV自动化输送方式，模组检测
与入箱采用机器人自动完成，生产管理导入
先进的 MES制造管理系统，项目改造完成
后，可实现动力电池生产智能化、柔性化、节
能化等。这些先进企业的改造经验，为全市
企业以智能化改造引领转型升级，树立了标
杆示范。

今年一季度，三门峡已开工“三大改造”
项目 225个（含续建和新建），完成投资 49.2
亿元。

近年来，三门峡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提出的打
好“四张牌”的要求，发力以转型创新发展为
标志的“三次创业”，加快打造以“黄”（黄
金）、“白”（铝工业）、“黑”（煤及煤化工）、

“红”（苹果、大枣等特色农业）、“绿”（绿色制
造、智能服务、旅游和大健康产业）五大产业
为主导的“五彩三门峡”。

传统产业焕发新生。金城冶金、宝武铝
业、戴卡轮毂、义煤综能等一系列重大转型
升级项目。从单一回收黄金到同时综合回
收 9种有色金属，黄金行业附加值提升 5倍
以上。从铝土矿到超宽超厚大截面铝型材，
铝及铝精深加工产业不断发展。从低级原
煤到甲醇蛋白和蛋白纤维，煤及煤化工产业

链逐步拉长。传统支柱产业在保持优势的
基础上，延链、补链、提升价值链，实现了脱
胎换骨式改造提升。

新兴产业异军突起。速达电动车项目
顺利建成投产，实现我省本土品牌基本乘
用轿车和纯电动汽车“双突破”；华鑫铜箔、
宝鑫电子、金源朝辉等铜箔企业获得业界
认可，锂电池用铜箔占领国内 40%以上的
市场份额；骏通车辆多轮驱动特种车填补
国内空白，矿山专用车、专用半挂车和罐车
的国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新能源、新材
料、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速
增效。

现代服务业活力迸发。加快发展旅游
和大健康等绿色产业。打造精品线路，发展

智慧旅游，让天鹅湖、地坑院、三门峡大坝、
豫西大峡谷、函谷关等核心景点引爆假日旅
游市场，2017 年成功晋级央视《魅力中国
城》全国十强，“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品
牌叫响全国。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和文化资
源优势，推动大健康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
深度融合，增强陕州地坑院品牌影响力，提
升高阳山温泉度假知名度，打造全省乃至全
国重要的休闲养老度假中心。

特色农业量质齐升。灵宝苹果、大枣，
卢氏连翘、木耳，仰韶柿饼等 16种农产品获
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位居全国地
级市之首，苹果、食用菌、烟叶产量位居全省
前列，特色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
80%以上。

绿色改造智能化改造技术改造引领作用凸显2
在全省率先打造百

里黄河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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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创新走新路全靠项目来推动3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山清水秀的生态之城4

黄河从我身边流过 张明云 摄

地坑院的婚礼

灵宝大王镇后地村千年古枣林，群众喜获丰收

灵宝鼎湖湾黄河湿地保护区

电动汽车项目生产车间

位于黄河湿地保护区的黄河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