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波，头顶多张名片，张张响亮： 

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

中国彝族民歌之乡 

孟获故里，养生福地

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

四川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

这里有4A级旅游景区马湖

这里有世界第四，中国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

这里是大熊猫在世界最南端的栖息地

这里是全国八大优质磷矿区之一

一座脐橙飘香的城市

一座彝歌飞扬的城市

一座生态宜居的城市

这 是
这就是

中国橙城

雷波



雷波概况

橙城雷波

产品特点

资质荣誉

文化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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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大水大资源，美丽富饶新雷波。

金沙江玉带缠腰，溪洛渡美景如画。

在历史的长河中，雷波在崛起中辉煌，

在奋进中腾飞，创造了“一步跨千年”的奇迹。

这是一座“橙”就梦想的城市，

群山峻岭中，蕴藏着为商者的荣耀。

这是一片愿望“橙”真的乐土，

橙黄叶绿间，洋溢着每个人的微笑。

橙城雷波
成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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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秘境雷波 人文胜地

GENERAL
SITUATION OF LEIBO

ORANGE
CITY LEIBO

雷波县辖21个乡镇、幅员面积2838平方公里，雷波常住人口240149人，户籍人口285916人，其中

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比60.09%。

雷波，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有着两千多年县史的古县。它昔为西南夷地，在商、周、秦时就有少

数民族散居于此。公元前135年（西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通西南夷时，在黄琅设置螳螂县，

汉末改为潜街县（因水从街面下潜流而过得名），隶属犍为郡；蜀汉建兴三年，三国诸葛武侯南征故

地，改置马湖县；元、明时代，在今黄琅及周边设马湖府治；清代在今县城处设雷波厅（卫），1914年
（民国二年）改厅为县，置雷波县知事公署。

新中国诞生之后，1950年8月；雷波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四川省乐山专区；1953年4月，中共

凉山工作委员会，即现在的中共凉山州委在雷波县城成立；1960年4月，原瓦岗县撤县建区并入雷

波；1956年1月，雷波县由乐山专区划属凉山彝族自治州至今。

雷波县是中央纪委和省州三级纪委定点帮扶县，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几

年名列凉山州前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进入全省前十位，在全州

率先实现脱贫攻坚县“摘帽”目标。

1991年，在四川省农业厅经作处、省农科院柑研所、凉山州农业局、科技局等省州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雷

波县开始引种脐橙。脐橙从此植根于雷波的土壤上，真正找到了她在全球最舒适的“家”。

金沙江流经雷波县135公里，其河谷地区气候干热、土壤偏砂、富含砂石、透水透气、磷钾含量丰富，空气清

新，水质优良。优异的水果特性与地区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传统无公害生产管理技术珠联璧合、绝佳搭配，造

就了以“植株生长健壮，早结丰产，果大早熟，色泽红艳，浓甜芳香，汁多无核，脆嫩化渣，风味独特”而著称

的“雷波脐橙”。

目前，全县脐橙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产量5000多吨，形成了以纽荷尔、奈维林娜和21世纪为主、早中晩熟品

种合理搭配的较大规模优质脐橙种植基地。凉山雷波脐橙先后获得多个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中国西部国际农业博

览会金奖，获得“四川省名牌产品”称号、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并于2006
年被国家权威部门誉名为“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2014年通过“四川省知名品牌示范区”验收。

依托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品牌，雷波县也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橙城”。县城处处呈现脐橙元素，有脐橙

大道、脐橙广场、脐橙路灯等各类脐橙标牌标识跃入眼帘。

百姓对雷波脐橙发自内心的喜爱口口相传：吃了雷波脐橙，男人事业有“橙”，女人倾国倾“橙”；雷波“橙”

邀天下客，愿您“橙”就伟业，让您心想事“橙”！

秘境雷波 
人文胜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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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形特征

果形端正、果顶有脐（明脐或暗脐）

均匀橙红色、有光泽

油胞细密

1992年，雷波县被《四川省柑橘优势区划》列入“特早熟优质脐橙优势产区”进行重点开

发建设。此后，“雷波脐橙”连年获得“四川省优质果品证书”。 

1995年10月，在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上，雷波县选送的“纽荷尔”、“奈维林娜”两个

品种被评为金奖。  

2002、2004、2005年中国西部农业博览会上，连续3次获得金奖。 

2002年，获得“四川·中国西部名优农产品”证书。

2003年，雷波县脐橙生产基地被省农业厅、省农科院等有关部门认证为“四川省无公害农

产品生产基地”。

2004年，“雷波脐橙”果品获得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

2006年，被誉名为“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

2010年12月3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雷波脐橙”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14年评为“四川省知名品牌示范区”。

PRODUCT
FEATURES

QUALIFICATIONS 
AND HONORS

产品特点 资质荣誉

风味

细嫩化渣，脆嫩爽口

汁液丰富、酸甜味浓

芳香浓郁

采收

采收时间为每年11下旬到次年元月上

旬左右，以果面全面着色为标准。

感官特色

果实特大、果形美观、皮薄光滑、糖

酸比高、鲜甜可口、汁液丰富、具有

浓郁蜂蜜味的独特品质。

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 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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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境雷波 人文胜地

CULTURAL
LEIBO

文化雷波

雷波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小凉山区，民族特征上有别于大凉山地区，其语言、文化、服饰、饮食、风俗都

具独特风格。彝族能歌善舞，传统乐器丰富，有口弦、竖笛、月琴、唢呐、马布等。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有赛马、抛

石、射击、跳斗笠及摔跤等。彝族民间传说有如马湖由来的神话、三国时代诸葛亮与孟获激战的传说、彝族英雄支

呷阿鲁的故事等等。

雷波县地处彝汉文化的交汇地带，以彝族民歌最具特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雷波“中国彝族民歌之乡”

称号，既有因居住封闭而定格在不同历史形态的保留完整的原生态彝族民歌，也有彝汉文化长期演绎发展的现代彝

族民歌。雷波彝族民歌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旋律优美，是彝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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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区位独特 战略要地

区位独特 
战略要地02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LOCATION
ADVANTAGE

雷波县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的横断山脉东段小凉山，金沙江北岸，是凉山州的东大门。东南隔江与

云南省永善县相望，北与宜宾、乐山地区相邻，西接美姑县，西南紧连昭觉县、金阳县。雷波县最低海

拔380米，最高海拔4076米，地型地貌由高山峡谷、大江大湖、森林草原、瀑布溶洞组成。雷波县属亚

热带山地立体气候，年均降雨量900毫米、无霜期270天、日照1250小时、气温13℃，常年空气湿度保

持在70%左右。呈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温”的气候特点。

雷波县地处两省、四市州、七县结合部，素有“彝区门户，川滇咽喉”之称，处于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

区与成渝经济区的连接点，是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凉山乃至攀西地区融入成渝经济区、川

南经济圈的前沿阵地。

雷波畅达成都、重庆、昆明等省会城市，直达乐山、宜宾、昭通、西昌等城市，穿越雷波的宜攀高速和乐西高

速以及宜攀高速铁路正在规划和建设之中，规划8大港区10大码头，建成6个码头已投入使用，随着凉山港雷波港区

的通航和小型通用机场的建设，雷波将形成“铁、公、机、水”立体交通网络。

雷波县积极融入宜宾市同城化发展，在交通、旅游、教育、医疗和一二三产上，实现与翠屏区的深度融合。宜

宾市龙头企业丝丽雅集团，将雷波纺织产业作为宜宾市千亿纺织产业协作项目和帮扶雷波县的工业产业扶贫项目，

共建全国知名生物基纺织产业基地，共同打造国内知名特色纺织和新材料园区。

地理特点 区位优势

雷
LeiBo 波
区位独特 战略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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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

雷波资源富集、物产丰富，六大资源奠定发展基础。矿产资源丰富、水电风电充盈、生态气候独特、特色农业

突出，旅游资源多元、港口岸线绵长。

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03

雷
LeiBo 波
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

矿产资源 水电资源 农业资源生态资源 港口岸线资源旅游资源

2020年

雷波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3.7亿元，年均增长4.45%

三次产业结构由18.80∶60.94∶20.26调整为22.49∶41.25∶36.2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1.7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1.64亿元，增长45.8%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2.2亿元，年均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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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

MINERAL
RESOURCES

HYDROPOWER
RESOURCES

目前已探明矿种13种，其中：磷矿初步探明储量23亿吨、远景储量44亿吨，占全国探明储量的八分之一，打造

中国西部磷化工产业基地。

在金沙江上建成装机1386万千瓦中国第三、世界第四的溪洛渡水电站，境内水电资源丰富，理论蕴藏量79.9万
千瓦，可开发利用达60万千瓦，全力打造中国水电大县。

矿产资源 水电资源



中国橙城

雷

20 21

LeiBo 波
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

AGRICULTURAL
RESOURCE

雷波脐橙、马湖莼菜、芭蕉芋猪、茶叶、山葵、野生罗汉竹笋、中草药、青花椒、核桃、小凉山土鸡等享有盛

名，“大凉山雷波系列农产品”品牌出具规模。仅雷波脐橙品牌估值达25.77亿元，并成功创建“四川省有机产品

认证示范县”。

农业资源

ECOLOGICAL
RESOURCES

山地立体气候，人居舒适度高，有天然林148万亩、竹林120万亩、天然草场13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1.28%。

被誉为“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有360种乔木、1200多种野生中药材，纳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有大熊猫、金

丝猴、桫椤、珙桐等20多种。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温，温度、湿度、空气质量都适合康养度假。

生态资源

雷波脐橙 马湖莼菜

芭蕉芋猪

山葵

中草药

白魔芋

茶叶 栱桐花

野生罗汉竹笋 筇竹笋

核桃

野生猕猴桃

畜牧业 —— 养羊

畜牧业 —— 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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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资源富集 投资宝地

PORT SHORELINE 
RESOURCES

金沙江流经县境135公里，向家坝、溪洛渡水电站库区形成后，将极大提升金沙江航道通航能力，千吨级货轮

能驶达雷波县域。现已规划凉山港雷波港区8个作业区10个码头，目前已陆续建成。

港口岸线资源

TOURIST
RESOURCES

东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第三大高山深水湖马湖；

南有和三峡媲美的溪洛渡库区百里水上画廊；

西有“南方呼伦贝尔”之称阿合哈洛大草原；

北有大熊猫在世界上最南端的栖息地麻咪泽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原始森林。

人文旅游资源多姿多彩，有彝族文化、民歌文化和三国孟获文化。发展全域旅游，打造50亿级旅游业产业集

群，建成川滇结合部“避暑避霾、美白养颜、养生养老”旅游集散地。

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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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雷波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9290元、12079元，同比增长4.63%和10.97%。

雷波县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背靠大凉山、面向大川南、联动滇东北、打通大通道，融入

宜宾同城化发展”发挥“三特优势”，实施“六大战略”，努力打造“五大产业集群”、建成“五大基

地”、实现“五大目标”。

面临多重发展机遇，雷波县将继续把握“乘势而进、追赢赶超”工作基调，以打造锦绣江城为带动，“一枢纽

五基地建设”为依托，按照“工业富县、农业稳县、城建亮县、旅游兴县、民生和县、人才强县”的总体思路，大

力实施“134”发展战略，全力打造百亿级水电、百亿级磷化工、十亿级矿冶、五十亿级绿色特色农业、五亿级旅

游五大产业集群,实施交通大会战，奋力实现“两年大跨越，三年翻一番，五年增两倍，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把

雷波建设成为凉山东部经济发展高地，力争进入全州经济发展“第一方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力争到2021年，

全县生产总值达到120亿元，年均增长15%以上。 

前景广阔
开放高地04

雷
LeiBo 波
前景广阔 开放高地

雷波县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29290元，同比增长4.6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12079元，同比增长10.97%。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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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广阔 开放高地

绿色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

雷波县境内属典型的亚热带山地立体气候，四季分明，垂直变化

明显，呈现“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特点, 全县分为“金

沙江干热河谷带、二半山、高山、黄琅西宁温湿带”四个农业气

候带。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小区气候，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

源和农副特产品。脐橙、莼菜、茶叶、青花椒、罗汉笋、天麻、

白魔芋、芭蕉竽猪肉、小凉山土鸡、核桃、枇杷、李子等享有盛

名。正致力于发展现代畜牧业和现代林业，加快推进脐橙等“十

大特色农产品”，加强“大凉山雷波系列农产品”品牌建设，逐

步形成脐橙、核桃、竹笋、青花椒、白魔芋、芭焦芋猪等6个年

产值1亿元以上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鼓励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投

资建厂。

中国磷化工基地

雷波县磷矿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23亿吨，远景储量达到44亿
吨，全县以“工业富县”为基调，积极打造中国西部磷化工产业

基地。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和黄磷行业准入要求，按“一大区五片

区八组团”结构布局工业园区，重点发展磷化工产业；坚持“真

干真支持、大干大支持”，狠抓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零障碍、

零阻工”推进；加快发展电子级黄磷、精细磷酸盐和生态型磷化

工综合利用项目，提高附加值，延长产业链。目前已有湖北洋

丰、山东施可丰、新都化工等5户磷化工企业入驻园区，项目总

投资逾65亿元。力争把雷波全面建成中国西部磷化工产业基地，

鼓励发展磷化工深加工及下游衍生品开发。

川滇原生态旅游集散地

以马湖为龙头，金沙江高峡平湖为补充，民族风情和孟获文化为

灵魂，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着力打造以“领略大坝雄姿、畅

游金江峡谷、饱览湖光山色、体验风情文化、观光西宁生态、避

暑避寒避霾”为主题的六大旅游精品项目。加快与宜宾等川南十

二区县的旅游战略合作，主动对接和融入川南旅游大环线、川滇

渝旅游圈，全力打造川滇结合部的旅游集散地和知名的旅游休闲

度假区。鼓励有实力客商开发打造旅游景区、建设宾馆等接待设

施或进行旅游地产开发等。

FIVE
BASES

中国优质脐橙基地

雷波脐橙出产于雷波县行政区域内海拔1000米以下的金沙

江河谷地区，其地理坐标为东径103°23′～103°52′、北

纬27°该区域气候干旱炎热，年平均气温18.4℃，最冷月

（1月）均温6.6℃，最热月（7月）均温25.6℃，极端最高温

38.8℃，极端最低温-4.6℃，全年无霜期大于331天，年日

照1260小时，年降雨量677mm，平均相对空气湿度65%左

右。具有冬春干旱，春季温度回升快，光照充沛，有效积温

高，雨热同季（集中在5-10月），相对空气湿度低，昼夜温

差大,无特殊重大灾害性天气等独特气候资源。另外，该区域

主要成土母质为玄武岩、砂页岩、凝灰岩等风化物、河流冲

积物、洪积物形成的土壤，主要是红壤、紫色土、新冲积土

等，PH值为6～8.2。土壤含砂石，质地偏沙，土层松厚，透

水透气，地下水位低，矿质营养丰富，特别是磷含量丰富。

中国水电产业基地

水电，是雷波县大力发展的一大产业。装机1386万千瓦、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大的溪洛渡水电站就地处雷波县与

云南永善县交界处。在雷波县境内，中小水电资源十分丰富，理论蕴藏量79.95万千瓦，可开发利用达60万千瓦，

目前开发量还不足50%,有较好的开发条件和市场前景。拉咪乡风场位于县境西部阿合哈洛村，风场面积100平方公

里，总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以上。立足丰富的电力资源，雷波县委、县政府确定了“一基地、两集群、三网络”的

水电开发目标，正全力打造“中国水电大县”。鼓励进行水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开发建设。

五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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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05

POLICY
SUPPORT

雷波县委、县政府把“工业富县、农业稳县、城建亮县、旅游兴县、民生和县、人才强县”作为经济发展的战

略性举措，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生命线，不断加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力度，在土地供应、税费征收、财政支

持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奖励办法鼓励企业发展，制定了《雷波县精准招商与投资促进优惠办法》（雷

府办发【2017】46号），在全县上下形成了“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并实施领导联系制和项目联

系制，推行“一站式”服务，“阳光”作业，规范化操作。对外来企业实行挂牌保护，严禁“乱检查、乱罚款、乱

收费、乱摊派”，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政策支撑

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四川省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规划

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

省委厅【2011】52号解决雷波综合扶贫紧迫问题专项方案

中央、省、州三级纪委定点帮扶

省委省政府一个意见两个规划

国家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雷
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农业农村局 文广旅游局

01

05

03

07

02

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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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ADVANTAGE

投资服务

1. 5.3.

7.

2.

6.

4. 8.

投资企业（投资者）——对投资项目进行前期

实地考察，初步接洽，并提供项目可研报告或

项目投资计划书。
双方签订项目投资（合作、意

向、框架）协议（重大项目政府

成立协调领导小组全程跟踪协调

服务）。

县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项目复审、

县政府常务会或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实施项目的引进。 生产经营。

县商务外事局受理、咨询，初步审核投资项

目的可行性，并报县经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

进行项目初审。

双方相互考察、洽谈，并初步达成投资意向。企业提供

投资实力等相关资信证明（如营业执照、统一社县发改

局项目立项、备案；县金融机构办理开户验资；县市场

监管局核准企业名称，审核批准企业章程、合同、办理

注册登记；县税务局办理备案登记；雷波生态环境局审

批环评；县安监局审批安评；县委政法委审批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县自然资源局审批用地许可或办理土地使用

证；县住建局审批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会信用代码证、

年度财务报表、银行资信证明、验资证明等）

双方相互考察、洽谈，并初步达成投资意向。企

业提供投资实力等相关资信证明（如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年度财务报表、银行资信

证明、验资证明等）

投资业主开工建设（项目落地

实施）——跟踪协调确保项目

顺利实施。

30 31

雷波县发改经信局  0834-8824123；
雷波县教育体育科技局  0834-8822154；
雷波县人社局  0834-8822476；
雷波县自然资源局  0834-8822073；
雷波生态环境局  0834-8821111；
雷波县住建局  0834-8822263；

雷波县交通运输局  0834-8822525；
雷波县水利局  0834-8822066；
雷波县农业农村局  0834-8822265；
雷波县文广旅游局  0834-8822178；
雷波县卫健局  0834-8822115；
雷波县应急管理局  0834-8822223；

雷波县市场监管局  0834-8822511；
雷波县林业草原局  0834-8822459；
雷波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0834-8820855；
雷波县磷化工园区管委会  0834-8825611；
雷波县马管局  0834-8881885；
雷波县税务局  0834-882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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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县纺织及新材料产业园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顺河乡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纺织类产业项目及配套建设。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10

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INTRODUCTION TO
INVESTMENT PROJECTS

投资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玻璃纤维项目 

项目地点：待定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马牙石制造玻璃纤维。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待定	

合作方式：待定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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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民族文化和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项目 　 

项目地点：马湖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拟规划建设民族博物馆、多功能民族演艺中心、精品民宿酒店、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

等。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7　 　 

合作方式：融资、招商引资、专项债券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南田新区物流园区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雷波新城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现代物流园区。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5.7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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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马湖莼菜农文旅结合示范园区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旅游观光配套设施。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32 

合作方式：独资、合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西宁冷水鱼养殖园区 

项目地点：西宁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良种繁育基地2处，商品鱼养殖示范基地7处，加工基地及交易市场各1处，游钓观光路线7

条。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38 

合作方式：合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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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县西宁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西宁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景观节点大门、游步道、停车场、民宿酒店（森林木屋）、 运动休闲项目、旅游服务接

待中心、农旅（林旅）展示中心等综合服务设施。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龙头山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拉咪乡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旅游服务接待中心、汽车影院、全景观光游览区旅游广场、高山酒店、高山徒步基地、悬崖

观景走廊等综合服务设施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8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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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县黄琅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街区整治、湿地及水景观打造、民宿酒店提升、街区文化设施恢复重建等。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3

合作方式： 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金沙江溪洛渡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金沙镇、渡口镇、上田坝镇、宝山镇、千万贯乡、卡哈洛乡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入口景观大门、旅游服务接待中心、展示中心、观景休闲中心建筑及主题广场、温泉度 

假村综合服务中心打造、5个旅游度假小镇打造、梦幻峡谷、探秘元宝山打造、乐水湖度假酒店集群打造等综合服

务设施。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2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中国橙城

雷

42 43

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县省级马湖风景名胜区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黄琅古镇、土司府大酒店、彝甸园度假村、彝山乐度假村、主码头地块、水上活动中心、彝

水阁地块、孟获主题社区、金竹半岛、双龙入海地块、水上行宫、彝汉营地等。马湖是升级风景名胜地区和省级地

质公园，湖区港湾深幽，湖岸曲折多变、湖水四季盈盈，清澈透明，无任何污染，风光秀美绮丽，湖周沿岸由万亩

茶园和森林环绕，是全国唯一的以“彝汉和谐”为主题的高山湖泊风景区，是一处待开发的避暑旅游胜地，被誉为

小凉山的一颗明珠。建设地交通便利，现已完成《马湖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可研、环评、

土地正在审批中。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50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大熊猫生态园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马湖景区规划范围内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包括饲养繁殖区、办公生活区、竹类基地区、野生训练区、熊猫生态展示区等。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和小区气候、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区域内保存有世界同纬度少有的常绿阔叶原始森林，竹林资源

十分丰富，生态良好，是中国大熊猫地理分布的最南端，具备良好的大熊猫生态园项目建设条件。赠送台湾的大熊

猫“圆圆”的妈妈“雷雷”就是出生在雷波麻咪泽自然保护区。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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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县阿合哈洛草原生态旅游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拉咪乡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标志景观、游客中心、观景平台、观景配套系统，自驾车营地、熊猫生态驿站、滑草

场、赛马场等。项目区位于雷波县拉咪乡阿合哈洛村，该村坐落在海拔3200米小凉山雷波县硕诺山的云海之上，被

誉为云彩上的村庄，是凉山州海拔最高，唯一还保持原始风貌，以放牧为生的中国最后一支黑彝部落村庄。该区无

工业污染，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风光，是一处生态原始、风景优美的深埋闺中的秘境之地。已初步完成前期规划、

设计、论证等工作。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2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龙湖溶洞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开发建设龙湖溶洞旅游观光及配套设施。位于省级风景名胜区马湖南岸东面山脚下，距湖

边500米左右，海拔1210米，龙湖溶洞发育于距今约241-250万年的早三叠纪嘉陵江组灰—深灰色中层泥灰岩、白

云质灰岩岩中。洞内发育钙化景观多处，较集中的有大型景观5处、小型景观5处，主要有石笋、石帘、石幔、石花

等，形态多姿，有的呈指状、剑形，有的犹如莲台，相互辉映，呈现一派绚丽多姿的岩溶奇观。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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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县马湖康养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包括土司府大酒店、彝山乐和彝甸园休闲旅游度假村，彝民族风情生态康养园、文化会所等

综合性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地生态优良，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热的七月份平均温度24℃，负氧离子含量高，是

天然氧吧，避暑胜地。步步是景，美不胜收。当地盛产的有机莼菜、有机茶叶、有机竹笋、鲢鱼等天然绿色农特食

品，是养胃的山珍；深厚的人文历史、独特的民族风情、原始的天然美景、绝佳的生态气候、健康的特色美食，无

不闪烁着迷人的魅力，是养生、养老、养颜、避暑、避寒、避霾的“天堂”。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杉树堡休闲度假区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锦城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杉树堡休闲度假区的开发建设，包括景区公路、停车场、观景步道、观景亭、休闲娱乐茶

室、生态果园等。项目位于溪洛渡电站大坝正北面山顶杉树堡乡，距离县城5公里、区城内交通便利、植被葱郁、

生态气候良好，可俯瞰溪洛渡电站大坝全境，是休闲纳凉的绝佳去处。建成后、可与金沙江溪洛渡“高峡平湖”连

成一体，形成独具特色的休闲观光高地。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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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县马湖风景名胜区东部沟、西部沟、额子沟生态观光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勇者步道、景观休闲观光亭、索道、景观林营造、休闲茶室等。总占地面积48.7平方公里。

观光区内佳景荟萃，翠海、飞瀑、彩林、茶林以及竹海森然如画，相映成趣。原始的天然美景，闪烁着迷人的魅

力， 并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桫椤、珙桐、红豆杉和珍稀动物国宝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白唇鹿等。已

完成《马湖旅游开发总体规划及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可研、环评、土地正在审批中。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马颈子温泉开发项目

项目地点：马颈子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彝家风情疗养山庄、养生池及康疗中心等。马颈子温泉为含多种微量元素的复合型医疗矿泉

水，对皮肤病、妇科疾病、风湿、关节炎等症均有疗效，并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常年泉眼水温保持

45℃左右，水池水温41℃左右，泉水流量1000方/日，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该项目位于八寨乡省道S307路旁，距

雷波县城30公里，抓抓岩码头3公里，离规划的宜攀高速公里出口2.5公里，交通、供水、供电、通讯均十分便利。

八寨乡为彝族聚居乡，可融入民族元素，建造彝家风情温泉疗养山庄，彝族古方温泉疗养池及康疗中心。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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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雷波县溪洛渡（锅落村）观景台项目

项目地点：永盛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新建长60米、宽1.6米的玻璃栈道，400平米的观景平台，4000平米的停车场。溪洛米乡锅

落村位于雷波县城东部，离城34公里，面积21平方公里，雷（波）永（盛）公路过境，处于二半山地区，海拔落

差大，最高海拔是大垭口2285米，最低是癞子沟950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气候温和、自然条件较

好、乡风淳朴、村民勤劳善良。观景台位于中国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正上方，可俯瞰库区全景，并可远

眺云南永善，是雷波县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项目建设可与本村养殖、特色水果、核桃产业以及休闲娱乐形成互

补，将积极带动本村经济发展。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0.25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西部沟原始森林探险项目

项目地点：黄琅镇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在雷波县原马湖乡西部沟建设旅游探险相关配套设施，供游客进行原始森林探险，与马湖景

区构成一个整体。域内佳景荟萃，翠海、飞瀑、彩林、茶林以及竹海森然如画，相映成趣。原始的天然美景，闪烁

着迷人的魅力， 并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桫椤、珙桐、红豆杉和珍稀动物国宝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白

唇鹿等。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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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县城市新区开发建设项目

项目地点：雷波县新城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雷波海湾教育文化休闲新区、南田商业商住新区、叮叮马政务商务新区、黄桷堡商贸物

流新区等。县城新区占地3050亩，涉及二个镇（锦城镇、金沙镇），6个村，25个村民小组，目前共启动征地2300

余亩，已经全面完成征地工作1265亩；正在开展征地拆迁工作130亩；已经完成实物调查、公示、复核1000亩。现

已完成征地补偿、土地等相关手续已获审批，正在开展“金沙、锦城”房地产小区和4个标段3条新区道路建设。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20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生态山葵种植及精深加工项目

项目地点：谷堆乡等地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山葵种植基地5000亩、育苗基地50亩、精深加工生产线。雷波县幅员面积2932平方公

里，海拔381-4076米，年平均气温13℃，年降水量800毫米，日照1250小时，境内多为山地，土质松软，有多地

适合山葵的种植。目前，已有凉山绿野山葵有限公司在谷堆乡发展山葵196亩，试种成功，其表现为：生长状况良

好，鲜品率高10%-20%，个头大，主茎中的一级、二级品比例高，品质好，品相好，口感好，档次高。已建成规模

200平方米的厂房在谷堆乡，有真空包装机、打包机各一台，年加工鲜花苔15万斤以上，以酸菜为主，可出产品12

万斤。目前鲜山葵主茎已销往北京市场，山葵花苔制作的山葵酸菜已在成都市场打开了销路。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2 

合作方式：独资、合作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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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大凉山雷波白茶种植精深加工及营销项目 

项目地点：箐口乡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白茶种植基地培育、有机品牌创建、产品的标准化制作工艺、环保包装及市场营销。箐口乡

位于县城东北部，距离县城24公里。海拔最高2853米，最低1337米，地处高山、气候寒冷，积雪时间长，竹木茂

盛四季常青，森林覆盖率62.28%。区域内具有极佳的气候条件，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自然分布野生白茶面积达

200多亩，具有大力发展有机白茶的自然条件。白茶为中国的六大茶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具有多重保健价值，

是最原始、最自然、最健康的茶类臻品。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农特产品规模化养殖及深加工项目

项目地点：阿合哈洛草原等地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设有机雷波阿合哈洛牛、羊、芭蕉芋猪，小凉山土鸡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基地及肉质产品精

深加工。雷波县阿合哈洛村拥有天然草原30万亩，历来是农牧民的重要放牧场，是有机牛、羊主产地，大凉山雷

波“阿合哈洛”有机牛羊已获省有机食品认证。全县48个乡镇已有43个乡镇种植蕉藕、种植面积达8.5万亩，蕉藕

产量有保证，生猪养殖有充足的饲料保障。县各乡镇均有养殖小凉山土鸡，主要集中于山棱岗、西宁、锦城、八寨

等乡镇。雷波“小凉山土鸡”已获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2.4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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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农特产品种植及深加工项目

项目地点：顺河等适种地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新增扩种脐橙1.2万亩、低产改造5000亩，建立4.2万亩生态脐橙种植基地，新建5000平方

米贮藏加工车间，进行脐橙贮藏、保鲜、商品化处理及深加工；依托黄琅镇、马湖乡、西宁镇万亩茶园基地，进

行改造升级，建设生产加工基地进行精深加工；莼菜、竹笋、核桃、白魔芋、青花椒种植基地培育保护及产品精深

加工。雷波县位于川西高地边缘和金沙江下游河谷地带，具有丰富而独特的生态气候资源与地理土壤资源、分别为

不同的特色农作物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如：脐橙、莼菜、罗汉竹笋、绿茶、核桃、青花椒、魔芋等特色农产

品，目前已具有一定的种植规模。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4.4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雷波县磷石膏（150万吨-250万吨）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项目地点：雷波县工业园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磷石膏综合高效利用生产线，产品的研究开发利用。雷波县工业园区内已有施可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凯瑞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全国知名企业进驻，已初步形成规模并投产

运行。企业年磷石膏150-250万吨，可利用资源丰富。随着国家对磷石膏综合利用政策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将为

我国磷石膏综合利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5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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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o 波
投资雷波 赢得未来

项目名称：雷波县年产5万吨高纯磷酸（食品级、电子级）项目

项目地点：雷波县工业园区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规模化食品级磷酸和电子级磷酸产品。雷波县境内磷矿带分布面积达150平方公里，平均品

位在25-35%之间，探明B+C级储量8040万吨，远景储量44亿吨，是全国八大优质磷矿之一。今年来雷波县大力推

进磷矿资源本地化深加工，规划了5个矿业基地，构成产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发展区。园区内电力供应和交通优势明

显。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15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项目名称：新型建材产业园项目

项目地点：金沙镇帕哈村 

项目建设内容和条件：建筑材料或建筑产业。

项目投资总额（亿元）：待定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人及电话：李学凤、徐首雁 0834-8826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