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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黄河下游滩区是黄河河道的组成部分，既是黄河行洪、滞洪、沉

沙的场所，也是区内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空间。长期以来，受汛期洪

水淹没威胁等因素影响，滩区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

落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黄河下游滩区治理和滩区群众脱贫致

富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

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

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李克强总理多次就黄河下游

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并于 2017 年 5 月赴河南省黄

河滩区考察并主持召开现场会，研究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深入基层调研、系统总结试点经验、广

泛征求群众意愿、认真听取专家和基层政府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河

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 

本规划是指导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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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分析 

一、河南省黄河滩区自然地理概况 

河南省黄河滩区自洛阳市孟津县白鹤至濮阳市台前县张庄，河

道长 464 公里，滩区面积约 2116 平方公里，耕地 228 万亩，居住

人口 125.4 万人，涉及郑州、开封、洛阳、焦作、新乡、濮阳等 6

个省辖市、17 个县（区）、59 个乡镇、1172 个自然村庄。依据河南

省黄河河道的特性，一般将其分为四个河段，各河段内的滩区状况

差异明显。 

——孟津白鹤至郑州老京广铁路桥河段。全长 98 公里，河道

宽 5～10 公里。右岸为邙山黄土高岗，左岸为温县清风岭，滩地主

要集中在左岸的孟州市、温县、武陟县境内，习惯称为“温孟滩”，

是温孟两县粮棉高产区，滩内已修建了防御 10000 立方米每秒洪水

的堤防，中小洪水不漫滩。 

——郑州老京广铁路桥至开封兰考东坝头河段。全长 131公里，

河道宽 5.5～12.7 公里，滩区多为高滩区，涉及原阳县、封丘县、

中牟县、龙亭区、祥符区。 

——兰考东坝头至濮阳渠村河段。全长 70 公里，河道宽 5～20

公里，滩地开阔，下部逐渐变窄，呈喇叭形，素有“豆腐腰”之称，

涉及兰考县、长垣县。 

——濮阳渠村至台前张庄河段。全长 165 公里，河道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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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公里，洪水漫滩几率较高，涉及濮阳县、范县、台前县。 

二、黄河滩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长期以来，受特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黄河滩区以种植业

为主，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水利、电力等公共

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据对规划

外迁的 33 个乡镇的摸底调查，2016 年农村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

7743 元，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66.2%，全国平均水平的 62.6%。这一

地区已成为河南省较为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目标的“短板地区”。 

三、滩区安全建设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974 年国务院批复了黄河下游滩区实行“废除生产堤，修筑避

水台，实行一水一麦，一季留足群众全年口粮的政策”，下游滩区

开始实施安全建设，修筑避水台。1982 年洪水之后滩区开始修建村

台（避水连台）。1996 年 8 月黄河洪水后，采取了外迁、修筑避水

村台就地迁建和修建撤退道路临时撤离等措施进行安全建设。1998

年长江发生大洪水后，国家加大了对黄河滩区安全建设投资力度，

至 2003 年国家共投资 3.73 亿元安排了部分群众的外迁、避水村台

和撤退道路建设。2004～2006 年，利用亚行贷款项目投资 1.13 亿

元实施了长垣县、范县 1.8 万人的就地避洪村台和撤退道路建设。

经过多年努力，河南省黄河滩区已修建避水村台 3657.6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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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道路 785 公里。滩区群众较大规模的外迁有两次，第一次是

“96.8”洪水后，第二次是 2003 年秋汛洪水后，两次共外迁 20 个

村庄，2.1 万人。目前，河南省黄河滩区 125.4 万居民中，已达到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有 21.7 万人，需要妥善安置的滩区人口有

103.7 万人，其中，居住在滩区高风险区 83.3 万人。 

长期以来，黄河滩区因其属于行洪河道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各方

面建设投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安全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一是滩

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程度低。小浪底水利枢纽建成后，下游出

现大洪水几率减少，但受伊洛河、沁河和小浪底下泄流量共同影响，

中小洪水出现机率仍然较大，大面积漫滩现象仍会出现，加之河南

省黄河滩区面积大、人口多、投入少，安全建设滞后，特别是濮阳

县、范县、台前县、兰考县等低滩区，“洪水漫滩～家园重建～再

漫滩”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二是滩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黄河滩

区是黄河河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有关防洪法律法规的限制，

滩内外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目前，河南省黄河滩区有 3 个国家

级贫困县、2 个省级贫困县、5.28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滩区已成

为河南省较为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三是下游滩区滞洪沉沙与

群众生活生产矛盾突出。为了防止漫滩洪水危害，滩区群众逐步修

建了生产堤，不仅缩窄了输送洪水的通道，而且影响了滩槽的水沙

交换，使主槽淤积更加严重，进一步加剧了滩区的洪灾风险，威胁

下游整体防洪安全。从长远看，解决滩区群众防洪安全，促进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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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脱贫致富，与全省人民同步实现小康，实现治河和惠民的有机

结合，其根本出路在于滩区居民迁建。 

四、滩区居民迁建试点成效显著 

2015 年以来，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实行特殊支持政

策，河南省先后开展了两批试点，共外迁安置 5.68 万人。第一批试

点涉及兰考县、封丘县、范县 3 个县 4 个乡镇的 14 个村、4676 户、

16718 人，其中：兰考县 586 户、2100 人，封丘县 2053 户 7634 人，

范县 2037 户、6984 人。第二批试点涉及兰考县、封丘县、长垣县、

中牟县、台前县和濮阳县等 6 个县 11 个乡镇的 26 个村、11132 户、

40132 人，其中：中牟县 1652 户、6443 人，封丘县 4299 户、15198

人，濮阳县 2224 户、7776 人，台前县 585 户、2050 人，兰考县 1516

户、5349 人，长垣县 856 户、3316 人。 

河南省委省政府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

多次深入黄河滩区调研，现场观摩指导推进；省级成立了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试点市、县也建立了相应

的工作体系。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两批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为

深入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截至 5 月底，

第一批试点 4676 户、16718 人，已完成搬迁 13900 人，其余群众即

将搬迁入住；第二批试点 11132 户、40132 人，已全面开工建设。 

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一是坚持群众主

体，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因势利导，充分尊重群众知情权、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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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和监督权，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在试点选择上，优先考虑

受洪水威胁较大、群众搬迁愿望强烈的低滩区和高滩区中的“近堤

村”“落河村”，坚持以村为单元外迁安置，规定试点村庄群众自愿

外迁的比例须达到 90%以上。在安置方式上，充分考虑群众经济承

受能力和实际情况，提出集中安置、自主分散安置和敬老院安置等

多种安置形式。在迁建过程中，注重提高群众参与度，成立群众迁

建理事会，全程参与迁建工作，真正实现群众当家、群众做主、群

众自愿。二是科学规划布局，切实抓好安置区建设。坚持规划先行，

按照产业、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要求，

结合县域新农村建设规划，依托县城、重点镇、产业集聚区、农业

产业化集群等科学规划和建设安置区，统一规划建设供水、供电、

道路、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三是拓宽筹资渠道，切实减轻

群众负担。充分用好财政资金，加大省发展改革、财政、国土、水

利、教育、卫生计生、交通、民政、电力、文化等各部门项目资金

整合力度，统筹用于安置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活土

地政策，通过节余建设用地指标进行筹资。积极吸引社会投资建设

燃气管道、通讯网络、加油站、大型超市、民营医院等有收益的配

套设施。四是加快拆旧复垦，同步推进土地流转。把旧村拆除和土

地复垦作为试点成败的关键环节，坚持搬迁与拆旧、复垦同步推进，

根据搬迁进度，及时组织力量拆除原住房，进行土地复垦整理，防

止群众返迁。制定出台鼓励滩区土地流转的支持政策，充分利用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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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滩区资源优势和独特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

营。五是强化产业支撑，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坚持把安置区建设与

产业发展、转移就业同步推进，着力通过产业发展就近就地转移一

批、通过职业培训对外劳务输出一批、通过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解

决一批、通过政府购买基层公共服务岗位吸纳一批等“四个一批”，

努力让更多搬迁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实现“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致富”。六是创新社会管理，健全管理体制。针对居民

搬迁后，原有自然村、行政村的地域概念被打破，村民变成了社区

居民，按照“一区多居”管理模式，对安置多个迁建村庄的社区，

保持原村级组织不变，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委会

为基础、社区管理服务中心为依托、其他各类社会组织为补充、社

区居民广泛参与的社区管理体制。 

五、加快滩区居民迁建的重要意义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历届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人民群众共同期盼的一件大事。实施滩区居民迁建，对促

进河南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及黄河安澜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

于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现滩区长治久安。河南省黄河滩区面

积大、人口多，安全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若发生 20 年一遇以上洪

水，大部分高滩和所有低滩将漫滩行洪。实施居民迁建，不仅能够

彻底解决滩区群众防洪安全问题，而且能够为进一步完善黄河下游

防洪体系创造条件。二是有利于加快滩区群众脱贫致富，与全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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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小康目标。黄河滩区群众脱贫致富，事关百万人民的切身福

祉，也关系到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进程大局。实施居民迁建，有利

于拓宽滩区群众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促进与全省同

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三是有利于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

农业。通过实施滩区居民迁建，开展原村庄拆旧复垦，与原有承包

地集中连片实施土地整理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能够有效改善原

有耕地生产条件，提高各类经营主体承接流转的积极性，为大规模

土地流转创造条件，有利于吸引先进生产要素发展现代农业。四是

有利于促进滩区人口有序转移，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依托县

城、重点镇、产业集聚区和农业产业化集群集中建设安置区，能够

显著改善滩区群众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

强人口吸纳能力，实现人口转移与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的良性互动，

加快沿黄县（区）新型城镇化步伐。五是有利于保护滩区生态环境，

构建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滩区有丰富的湿地生态资源，是黄河中下

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独特的作用。实

施居民迁建，建设横跨东西的沿黄生态涵养带，能够促进滩区生态

环境保护和湿地恢复，为维护区域生态稳定和平衡，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提供基础保障。 

当前，河南开展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处于难得的机遇期，具

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4 年 5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指导工作时，亲自到黄河滩区视察，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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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三山一滩”（大别山区、伏牛山区、太行山区和黄河滩区）

工作，并要求认真抓好。2017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考察河南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工作时，再次做出重要指示，指出进一步推进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工作，既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需要，也是实现

滩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治本之策，事关国家全局。二是具有较好的经

济基础支撑。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河南省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16 年全省生产总值突破 4 万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 4707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457 亿元，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

基本具备了规模化开展滩区居民迁建的经济基础。三是具有坚实的

群众基础。长期以来，滩区群众饱受黄河水患的侵扰，迫切渴望通

过搬迁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特别是通过前两批试点的实施，示范

带动作用凸显，群众自愿外迁氛围已经形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滩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镇及二、三产业就业，群众的生

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减弱了对土地的依赖，为居民迁建提

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四是具有成功的试点经验。经过各方的共同

努力，前两批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工作机

制、科学规划安置区、拓宽资金渠道、强化产业支撑、创新社会管

理等方面探索出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 

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一是组织实施任务艰巨。

居民迁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工程涉及前期调查摸底、安置区

设计建设、旧房拆除、土地复垦等工作，用 3 年时间集中建设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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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万人，在河南前所未有，要如期完成迁建工作，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资金筹措难度大。滩区需迁建人口多、资金需求量大，年度投

资强度高，省市县三级财政筹资压力大，融资渠道有限，统筹整合

部门项目资金难度大。三是安置区用地保障有难度。滩区县均为粮

食主产区，基本农田占比大，保护任务重，实施规模化外迁，安置

用地十分紧张，且部分乡镇全部位于滩内，外迁安置用地在县域范

围内调整难度很大。四是后续产业发展任务重。迁建县多为农业大

县，且有 5 个贫困县，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要素支

撑能力差，培育后续主导产业难度大。 

第二章  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认真落

实李克强总理关于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指示要求，以实现保障黄河

安全和滩区发展双赢为目标，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落实地方主体责

任，着力强化政策扶持，着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坚持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依托县城、重点镇、

产业集聚区和农业产业化集群，大力实施滩区居民迁建，确保群众



10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与全省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群众自愿。各级地方政府是滩区居民迁建的责任主

体，在宣传发动、政策制定、规划编制、资源整合、组织协调等方

面发挥主导作用。坚持群众自愿，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注重因势利导，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 

突出重点、科学规划。优先搬迁地势低洼、洪水急险、险情多

发的“近堤村”“落河村”。按照产业、安置区、土地、公共服务和

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要求，以产业发展规划为基础，与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年度搬迁规模，积极稳妥、

分期分批、协调有序推进。 

整村搬迁、集中安置。搬迁对象以村为单元，实施整村搬迁。

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选择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的迁入地集中安

置，形成规模效应。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功能配套、宜居

宜业”的原则，统一规划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道路等基础设

施，以及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 

产业为基、就业为本。把产业发展作为居民迁建的基点，结合

当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

主导产业，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加强职业教育、技能培

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增强搬迁群众转移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促进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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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强化部门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

识，积极发挥各自优势，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全力支持迁建工作。

鼓励引导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参与居民迁建，形

成多方联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 

三、主要目标 

河南黄河滩区共居住人口 125.4 万人，依据国务院批复的《黄

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防洪标准及防洪措施安排原则，

未达到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的有 103.7 万人，其中，洪水淹没风险高

的有 83.3 万人。经过两批试点后，已外迁安置 5.68 万人，还有 77.62

万人需采取外迁、就地避洪等防洪安全措施。 

根据防洪需要和地方实际，本规划从 2017 至 2019 年，用 3 年

时间将河南黄河滩区地势低洼、险情突出的 24.32 万人整村外迁安

置，2020 年完成搬迁任务。本规划目标完成后，根据黄河防洪形势，

适时综合施策，解决滩内剩余洪水淹没风险高的 53.3 万群众的防洪

安全问题。 

第三章  迁建范围和方式 

一、迁建范围 

（一）迁建范围 

计划迁建 24.32 万人，涉及郑州市、开封市、新乡市、濮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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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省辖市，长垣县、中牟县、祥符区、封丘县、原阳县、濮阳县、

范县、台前县，共 8 个县（区）。。 

（二）迁建人口洪水风险 

根据《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黄河下游滩区安

全建设标准为 20 年一遇。结合黄河下游洪水风险图 20 年一遇设计

洪水下不同流量级洪水淹没范围分析成果，对各村庄设计标准洪水

位下淹没水深进行分析，本规划迁建范围内村庄全部位于洪水淹没

风险区内。 

二、迁建方式 

（一）方案比选 

为科学合理确定迁建方式，本规划针对外迁和滩内筑台两种迁

建方式，分别选取人口规模为 10000 人、5000 人、2000 人的安置

区进行了典型设计。从投入的角度看，外迁安置更为经济。同时，

外迁可彻底解决滩区群众的防洪安全和长远发展问题，显著改善居

住环境，节约土地增加耕地资源，有利于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推进

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滩区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相对于滩内

筑台安置缺点是耕作半径增加，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迁建群众，生

产成本加大，但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解决。 

综上考虑，规划选择外迁方式安置。 

（二）环境容量分析 

1. 人口容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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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范要求及各乡镇人口、耕地等基础资料，以乡为单

位进行环境容量分析，可调整耕地面积按安置区所在乡镇总耕地面

积的 15%控制；现状土地资源较为紧张的乡镇，按调地后剩余人均

耕地不低于 0.5 亩控制。经调查统计，迁建涉及的 33 个乡镇，总耕

地面积约 187.5 万亩，最大可调整耕地面积约 28 万亩，本规划外迁

安置区需占地面积约 2.9 万亩，满足安置需求。 

2. 土地容量分析 

滩区群众以农业耕作为主，收入主要来自农业，让滩区群众完

全脱离土地，靠进城务工生活还不现实，因此，土地容量分析也是

安置容量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形式，外迁安置

方案通常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退人退耕的双退形式，一种是退人

不退耕的单退形式。对单退方案，由于不需要在滩外征用生产用地，

仅需在大堤背河侧使用部分土地作为村庄占地，且土地置换相对容

易。本次外迁人口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单退形式，外迁人口原有生产

用地不变。 

（三）安置方式 

外迁安置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两种方式，以集中安置为

主，分散安置为辅。选择集中安置的群众，对有能力承担规定自筹

建房费用的，缴费后入住相应住房；对无力承担规定自筹建房费用

的，经户主申请、张榜公示、群众评议、县乡政府批准后，由省级

投融资平台对迁建县（区）政府提供融资帮助，用于解决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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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建房费用，迁建县（区）政府作为主体责任人，负责统贷统还；

对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尊重本人意愿，由县级民政部门安排到敬

老院集中供养。选择到城镇购买住房等分散安置的群众，经户主自

愿申请，所在县、乡政府审核同意，签订协议，并拆除原住房后享

受搬迁群众同等住房补助政策。 

第四章  主要建设任务 

一、安置区住房及配套设施 

按照“保障基本、安全适用”的原则，依据《镇规划标准》和

《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安置区人均建设用地原则

上控制在 80 平方米以内，结合当地实际，初步规划建设的主要内

容为：住房建筑面积原则上人均 30 平方米，住房类型分为多层、

小高层，以多层为主。依据《河南省城镇新建住宅项目电力设施建

设和管理办法》（豫建〔2016〕33 号）、《河南省城镇住宅电力设施

建设技术规范（2015 年版）》、《河南省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设导则

（试行）》（2012 年 4 月）、《河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标准

（试行）》（豫教基〔2011〕162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转发河南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的通知》（豫政办〔2012〕169 号）

等规范、文件要求，外迁 24.32 万人，规划安置住房面积约 730 万

平方米。规划安置区道路 489.31 万平方米，电力线路 890 千米，供

水管道 722.35 千米，排水管道 1521.18 千米，小区绿化 579.42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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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垃圾中转站 86 处，农机具存放处 24.81 万平方米，小学约

30 个 7.34 万平方米，幼儿园约 42 个 22.41 万平方米，社区服务中

心（文化活动站、卫生服务站、警务室等）10.02 万平方米，集贸

市场 11.51 万平方米，红白理事会 10.96 万平方米，公厕 187 处等。 

二、外迁村庄拆除及复垦 

安置区建成及群众搬迁入住后，由当地政府及时组织对原有房

屋进行拆除和复垦整治，并加强滩区管理，防止群众返迁。对搬迁

群众原有耕地加大土地整治力度，优先纳入全省土地整治计划，按

照“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排”的标准，集中建

设高标准农田，改善灌溉条件，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标准遵从国家

相关行业标准。 

第五章  资金筹措 

规划总投资约 144.07 亿元，其中，住房建设约需投资 97.42 亿

元，安置区占地补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约需投资 46.65 亿

元。迁建资金主要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整合部门项目资金、群

众自筹和节余建设用地指标筹资等 5 个渠道筹措，其中，各级财政

补助资金及群众自筹资金用于住房建设，整合部门项目资金、节余

建设用地指标筹资用于安置区占地补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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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影响评价 

一、主要环境影响 

本规划的实施，滩内原村庄复垦后，有利于黄河生态恢复和保

护。但在安置区建设过程中，由于大量的人员、机械进入，会对环

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是混凝土搅拌以及养护废水、施工人员生

活污水会对当地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局部对浅层地下水水质产生

污染；施工期扬尘、车辆尾气排放会对大气环境产生一定影响；生

活生产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施工及其施工车辆对声环

境的影响；施工扰动地表造成水土流失；施工占压土地造成的生产

生活环境的改变等。在运行期，安置区生活污水及垃圾排放也会对

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一）水环境保护措施。对本工程中的混凝土养护废水通过集

水沟进行收集后排入沉淀池，混凝土机械冲洗废水采用沉淀池处

理。含油废水通过布置隔油池对冲洗废水进行处理，生活污水通过

化粪池处理。运行期生活污水通过建设污水处理厂等措施达标排

放。 

（二）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材料运输采用封闭性车辆或遮

盖措施，特别是散装水泥在运输过程中要采用水泥车罐装运输，防

止在运输过程中泄漏，造成大气污染。定时对容易产生二次扬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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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村庄拆迁现场、施工路段、搅拌装运现场、材料堆放场等撒水抑

尘。不允许尾气排放不达标的车辆施工作业，不达标的施工机械要

安装尾气净化器。生活区燃煤锅炉选用低硫、低灰煤，并安装高效

脱硫除尘设施，使污染物达标排放。 

（三）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在每个施工生活区设置垃圾筒和

垃圾箱，配备垃圾清运车，定期清运生活垃圾。工程结束后，拆除

施工区的临建设施，对施工机械停放场、块石备料场、综合仓库等

及时进行场地清理，清除建筑垃圾及各种杂物，做好施工迹地恢复

工作。对原村庄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采取填埋处理。 

（四）减轻噪声影响措施。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的施工机具，并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振动大的机械设备使用

减振机座降低噪声。限制综合加工厂夜间工作时间。合理安排运输

时间，尽量避免车辆噪声影响附近居民。在工程各敏感点靠近施工

区侧设置可移动式隔声屏障。 

三、评价结论 

综合分析，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或基本消除本规

划实施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第七章  主要配套政策和措施 

一、住房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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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超面积住房的，超面积部分由搬迁群众按实际成本价格购

买。选择低于人均住房面积控制标准的，依据减少面积减免自筹资

金。新房建成搬迁后，必须及时拆除原住房，由当地政府组织复垦。

选择自主分散安置的搬迁群众，原住房拆除后，可享受财政补助资

金。 

二、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补助政策 

延续试点政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由省财政整合

部门项目资金，实行切块包干补助办法，由县级统筹、包干使用。

河南省在分解切块下达交通、电力、教育、扶贫、文化等方面资金，

以及安排乡镇卫生院、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及污水管网工程、农

村环境整治等项目时，要统筹考虑迁建因素，重点向黄河滩区居民

迁建倾斜，优先支持安置区项目建设。 

三、创新土地融资政策 

结合本轮土地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充分考虑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安置区用地需求，将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安置区所需用地全部纳入

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对有滩区居民搬迁安置任务

的县，优先安排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节余指标在省域范围

内流转使用，提高土地级差收益。 

四、加大扶贫政策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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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和资金向有迁建任务的 3 个国家级和 2 个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倾斜。瞄准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的脱贫目标，立足安置

区资源禀赋，统筹安排好各类扶贫投入，采取产业扶持、技能培训、

劳务输出、资产收益扶持等方式，推动贫困搬迁群众稳定脱贫。认

真落实对安置区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5 万元以内、3 年以

下、基准利率、免抵押、免担保”的小额信贷政策，支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扶贫特色优势产业，增加收入。坚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兜底脱贫，将所有符合条件的搬迁对象纳入低保范围，做到应保尽

保。 

五、大力推进土地流转 

实施中低产田改造、土地整理、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等项

目，改善滩区生产条件，提高各类经营主体承接流转的积极性。发

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引导和鼓励滩区县制定出台鼓励滩区

土地流转的支持政策，做好相关公共服务，对承接滩区土地达到一

定数量的农业企业、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补助，实现

搬迁和土地流转同步推进。对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众，在群众自

愿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协调，采取土地置换、农业合作社托管等方

式，解决耕作半径增大的问题。 

六、加快产业发展 

充分利用黄河滩区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按照“滩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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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滩外养牛、城郊加工、集群发展”的思路，突出抓好沿黄奶业

发展，积极发展花卉、肉牛养殖、水产养殖等优质高效特色农业。

结合黄河沿线生态、人文资源，联动沿线郑汴洛古都旅游资源，大

力发展沿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建设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依

托产业集聚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等劳

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滩区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 

七、积极推进转移就业 

坚持六路并进，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农业、民

政、扶贫、残联等部门的作用，大力开展新生劳动力的职业教育，

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农业生产劳动力的实用技术培训。创新

培训的体制机制，实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定向、定

岗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转移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努力实现外

迁劳动力稳定就业。做好就业信息服务工作，鼓励发展劳务中介服

务组织，建立劳动力档案，加强和企业的联系沟通，促进劳务输出。

支持搬迁群众自主创业，积极落实国家在自主创业方面的各项政

策。 

八、加强生态体系建设 

支持黄河滩区实施湿地恢复与保护项目，构建沿黄生态涵养

带，加快沿黄生态保护及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防沙治沙、农

田林网、廊道绿化、防浪林等林业生态工程，推进风景林和黄河沿



21 
 

线城镇生态林建设，完善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保障体系。鼓励沿黄

上下游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之间开展横向生态补偿。 

第八章  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落实“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迁建管理体制。为保障迁

建工作的顺利开展，省政府成立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协调解决实施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配备专门力量负责日常工作。市、县成立

相应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 

二、科学编制实施方案 

各有关迁建县（区）要依据本规划编制年度实施方案。要组织

力量，深入开展入户调查，了解群众搬迁意愿，逐户确定安置需求，

制定不同安置户型，并经户主签字认可。同步办理用地、规划选址、

环评等相关手续。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后，按程序报批。 

三、强化配合联动 

地方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

合力。市、县政府负责宣传发动，年度实施方案编制，项目组织实

施，原村庄拆旧复垦，后续扶持和稳定等工作，落实市、县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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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省有关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协作，整合要素资源，集中

支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四、强化监督考核 

省政府定期组织对有关市、县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的居民迁建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查。有关市、县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要按

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定期将工作推进情况形成自查报告，报省迁

建领导小组办公室。省迁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根据专项督查、自

查报告、年度实施情况等开展考评，并予以通报。建立考核问责机

制，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问责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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