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垦利：黄河入海口

                                                 1 / 31



�������

垦利：黄河入海口
　

垦利：黄河入海口
　

葵园花海，黄河入海口，河滩景观，东营，湿地公园，黄河口镇，河海

交汇

　

封面 .............................................. 1

一、在垦利最棒的体验 ................................. 4
1、寻访比尔波特《黄河之旅》的起点 ...................... 4

2、黄河边绽放中国最大葵园花海 ......................... 5

3、河海交汇 天下奇观 ................................. 6

4、京津周末自驾度假新主张 ............................ 7

5、篝火晚会狂欢夜 ................................... 8

二、垦利概述 ...................................... 10

三、垦利景点详述 ................................... 12
1、黄河华滩万亩葵园 ................................ 12

2、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 13

3、民丰湖休闲娱乐区 ................................ 14

4、黄河入海口生态农业观光园 .......................... 14

5、天宁寺文化旅游区 ................................ 15

6、伟嘉园林 ...................................... 15

7、绿岛庄园 ...................................... 16

四、垦利美食及购物 ................................. 17

五、垦利交通 ...................................... 21

六、行程推荐 ...................................... 25

七、垦利住宿 ...................................... 27

八、旅人提示 ...................................... 29

                                                 2 / 31



�������

垦利：黄河入海口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 30

封底 ............................................. 31

                                                 3 / 31



�������

垦利：黄河入海口
  

一、在垦利最棒的体验

   

1、寻访比尔波特《黄河之旅》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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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黄河入海口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1991年3月，我喜欢的美国作家比尔波特从黄河入海口东营出发，沿黄河逆流而上，途经济南、郑

州、洛阳、延安、包头、临夏等二十多个城市，拜访了黄河流域的各种文化遗址和历史建筑，踏

遍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五千多公里，最终到达了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源

头，完成了这次从黄河入海口到黄河源头的文化之旅。二十年后，比尔将当年文化之旅的考察笔

记整理成书，名为《黄河之旅》。在这本书中，他详细描述了黄河沿岸各地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

说，向读者展示了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数千年来的传承。 

 

     

此前，比尔写的《禅的行囊》《空谷幽兰》分别讲述了他对中国隐士文化和禅文化的追寻。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当我来到山东东营市垦利县，站在黄河入海口，恰夕阳西下，落日熔金，

多少有些激动。

       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在寻访黄河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的多姿多彩。不

管是在山东、河南还是宁夏，有不一样的线将它们串联起来，这就是蜿蜒奔流数千年的母亲河以

及因为母亲河而繁衍生息的炎黄子孙。

   

2、黄河边绽放中国最大葵园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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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园花海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垦利县的黄河华滩，可算是中国最美河滩景观带。黄河华滩万亩葵园位于位于垦利县城北部，气

势恢宏的胜利黄河大桥与东营黄河公路大桥之间，占地一万余亩，是万里黄河万顷泥沙在这里淤

积而成的一片美丽、富饶的黄河滩地。盛夏的向日葵，已到了盛花时节，黄艳艳的花瓣带来生机

勃勃的朝气，婀娜多姿、随风摇曳。 

垦利黄河华滩，不仅要打造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葵园花海；而且要以生态旅游的方式，创造中国

最美河滩景观带。

   

3、河海交汇 天下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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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交汇处(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东营垦利的黄河入海口处，旷野茫茫，芳草萋萋，国家级保护珍禽四季随处可见。黄河两岸，林

场、芦苇、牧草带植被种类层次分明，黄河如同一条黄龙深入蔚蓝大海，堪称天下奇观。夕阳西

下、长河落日的迷人风情，令人神往。特别是乘船东进，来到黄河与渤海的交汇处，但见一边是

浑浊的黄河水 ，一边是淡蓝色的海水，泾渭分明，十分壮观。站在黄河入海口处的船尾上，远眺

着黄河与渤海拥抱交汇的地方，难免有几分壮怀激烈的思古之幽情。 

 

   

4、京津周末自驾度假新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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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初夏来临，京津地区自驾车游客又有好去处——北京驾车3小时、天津驾车2小时，就能抵达山东

东营垦利县黄河华滩，观赏中国播种面积最大、花期持续最长、景色最为壮观的万亩葵园花海胜

境。垦利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慧芬女士不无骄傲地说：“中国有两大最壮美花海,一个是位于江西的

中国最美乡村婺源的油菜田；一个就是我们山东垦利中国最美黄河华滩的葵花园。我们建议全国

自驾车和自助游爱好者——春看婺源油菜田、夏赏垦利葵花园！” 

视频神曲《最炫包拯风》的迅速窜红，为垦利万亩葵园打响了全国知名度，京津地区很多网友，

都是看完了爆笑视频才驾车前往垦利观赏葵花，该视频的导演纪宁，制片人骆维维还拍摄了国内

首部景区爱情微电影《当黄河遇上葵花》来展现万亩葵园的独特魅力，该微电影将在山西卫视DV

中国及各大视频网站中播映，届时垦利将成为青年男女网友最时尚旅游目的地，黄河华滩万亩葵

园成为自驾车旅游的最新热点。

                                                 8 / 31

http://talk.lvren.com/home.php?mod=space&uid=443241&do=album&picid=27775


�������

垦利：黄河入海口
   

5、篝火晚会狂欢夜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葵园内共种植经济型向日葵9000亩、观赏型向日葵1000亩，观赏型莲藕3万株。还设计了迷宫、太

极图案等，整个景区给人以大气磅礴的视觉享受。游客置身花海，彷如置身世外仙境。开园期间

，五颜六色的热气球浮在半空中，游客可以乘热气球观向阳花海；傍晚，还可以来此参与热情澎

湃的篝火晚会，尽情参与狂欢、放松，在万亩葵园花海渡过一个激情、浪漫、洒脱、自我欢乐、

自我陶醉的温馨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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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垦利概述

(图片由网友 @夏天的荔枝 提供)

垦利县隶属东营市，位于黄河入海口，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整个县域呈西南、东北走向，版图

面积2331平方公里，辖5镇2个街道办事处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24万，是个典型的土地大县

、人口小县。垦利的大部分土地，在过去是市区北部的利津县的辖区，当地人称之“利津洼”；

由于这里土地肥沃，利于开垦，又被称为垦区，1943年建县时结合了垦区和利津洼这两个名字，

将这里命名为垦利。

直到1983年10月正式划为东营市辖县。垦利县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一是万里黄河从这里入海

垦利是黄河三角洲的顶点所在地，是黄河入海的地方。正常年份，黄河每年携沙造陆2万亩左右，

使垦利成为全国“生长”土地最快的地方，也是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后备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黄河入海口附近有我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典型、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垦利有142.8公里的原生态海岸线，河海交汇、物产丰饶，盛

产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刀鱼、黄河口海参、东方大对虾、梭子蟹等名优水产品。

二是胜利油田在这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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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胜利油田的第一口高产油井在垦利县胜利村开采成功，胜利油田因此而得名。自胜利

油田开发建设以来，其油气产量的43%、已探明储量的45%都出自垦利地下。

三是多种文化在这里融合

垦利是个典型的移民县，居民来自全国11个省、109个县；这里是革命老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

清河区的大后方，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移民文化、红色文化与黄河文化、石油文化、生态

文化、海洋文化融合交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口文化，也造就了垦利团结、和谐、包容、开

放的文化特质。

山东东营市垦利县的旅游资源如下：

A级旅游景区6处：

AAAA：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AAA：民丰湖休闲娱乐区、黄河入海口生态农业观光园

AA：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郝家绿色生态观光园、绿岛庄园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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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垦利景点详述

   

1、黄河华滩万亩葵园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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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30元/人

万亩葵园占地万余亩，位于垦利县城北部，黄河之滨，是万里黄河携泥裹沙孕育而成的一片美丽

、富饶的土地。景区内通过大面积种植向日葵，打造出令人震撼的葵园花海景观，精彩演出、篝

火晚会、摄影大赛、书画大赛、葵园探宝、田园采摘等活动也在花开时节精彩上演，是您品味自

然、自由呼吸、放飞心情的绝佳去处。

   

2、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旺季50元/人次；淡季30元/人次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位于黄河入海口处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总面积15.3万公顷，拥有世界上最年轻、最典型、保存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被评为“中

国六大最美湿地”。河海交汇、百鸟翔集、芦花飞雪、红毯绚烂构成了黄河口生态旅游区“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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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新、美”的壮丽景色。

   

3、民丰湖休闲娱乐区

免费

位于垦利新城区，占地面积5000亩，其中水面面积76万平方米，湖内盘龙岛占地4万平方米，岛上

主要有龙门塔、休闲茶室等景点。2006年、2007年、2009年连续三届中国垦利黄河口文化旅游节

的主题晚会在民丰湖举办，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精彩中国、精彩东方等名牌栏目相继走进景区

，将民丰湖的靓丽风景宣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4、黄河入海口生态农业观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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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门票20元/人

是AAA级旅游景区、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观光园依托万亩桃园进行建设，占地共计1.6万亩，由

生态科技园、民俗文化园、科普娱乐园三大部分组成。每年的四月中旬和九月初会分别举办桃花

节和采摘节，这两大节庆已经成为我市比较知名的休闲旅游节庆品牌。

   

5、天宁寺文化旅游区

占地面积约1500亩，总投资6.5亿元，整个文化旅游区主要包括天宁寺、民俗文化街、溢洪河公园

、百龄园公墓和敬老院五大区块，是集培养高素质佛教人才、宣扬佛学、弘扬地方民俗文化、休

闲观光、居家养老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文化旅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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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伟嘉园林

伟嘉园林隶属于伟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胜坨镇崔家村西北处，占地面积300亩，总投资7000

万元，是胜坨镇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重点项目之一，是一处集生态养殖、蔬菜花卉种植、餐饮服务

、休闲观光、苗木培育、林果种植为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园林。 

 

   

7、绿岛庄园

(图片由网友 @偷吃鱼的猫 提供)

绿岛庄园是国家AA级旅游景区，位于胜坨镇政府北3公里，总占地面积1300亩，其中水面面积约8

00亩。景区通过对宁家水库进行综合开发，清淤堆岛，植树绿化，开发水中特色养殖等项目建设

苏州园林式休闲观光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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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垦利美食及购物

黄河口大闸蟹（60元/斤）

黄河口大闸蟹是我国著名的淡水蟹，俗称毛蟹、清水蟹。它充分利用黄河三角洲优良的自然生态

和清新的黄河水源，使用自育优质蟹苗，采用标准化无公害养殖，确保了黄河口大闸蟹达到无公

害食品标准。黄河口大闸蟹个体大，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黄河口海参（干海参3000元/斤、即食海参900元/斤）

据《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足敌人参，故称海参。垦利县地处

黄河入海口河海交汇的优越地理位置，为海参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相关部门的反

复养殖试验，终于研制出一套成功的养殖方案，实现了“东参西养”的破题。据现代研究表明，

黄河口海参具有提高记忆力、延缓性腺衰老、防止动脉硬化以及抗肿瘤等功效。

黄河口虾皮（30元/斤）

黄河口虾皮是海产小毛虾经过煮熟、晒干等工序加工而成的一种食品，含碘丰富，是含钙量最高

的食品之一。黄河口虾皮既是美味，又是滋补壮阳之妙品，可用于各种菜肴及汤类的增鲜提味，

是中西菜肴中不可缺少的海鲜调味品

罗布麻茶（200元/斤）

罗布麻，当地人又叫茶棵子，其性微寒，味苦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罗布麻入药历史已逾千

年，《本草纲目》等历代医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均有记载。其对人体有降压、降脂、消

炎平喘、利尿等功效，且能清热降火，平肝息风；主治头痛、眩晕、失眠等症，以罗布麻叶制成

的罗布麻茶产于渤海之滨，不但有沿海潮润，空气云雾之滋润，且采用黄河口两岸天然罗布麻嫩

叶，经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精制而成，具有汤色金黄，回味绵长，耐冲泡等特点，实属现代

人健康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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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特色餐馆：

红双喜美食城          0546-2561138           东营市垦利县兴隆路80号

喜文化饺子城          0546-2883288          

东营市垦利县开发区科贸街北首

喜文化食府            0546-2525666          

东营市垦利县新兴路430号科技局院内

齐鲁食尚              0546-2585666        

东营市垦利县新兴路银座向东500米路南

渔港码头              0546-2770999          

东营市垦利县中兴路178号

黄河口珍味馆          0546-2882666           东营市垦利县民丰路188号

天波府风味楼          0546-7083699           东营市垦利县民丰路1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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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娱乐

1、好乐星KTV垦利店

电话：0546-2776777

地址：垦利县振兴路30号新悦商厦一楼

垦利购物

黄河口草编（100元起）

黄河口民间草制品编制工艺流传于山东省垦利县及黄河沿岸部分地区，至今约有几千年的历史。

由于历代草编技师们的不断探索与研究，使这一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黄

河口草编制作工艺复杂、高超，尽显了黄河口文化的内涵，2008年、2009年分别入选东营市、山

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河口黑陶（2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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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黑陶起源地是垦利县胜坨镇佛头寺村，所以也叫“佛头黑陶”。黄河口黑陶采用黄河最下游

独特的天然红淤泥烧制而成，具有“色如墨，声如钟，薄如纸，亮如镜，硬如瓷”的特征，掂之

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有“齐鲁黑陶之花”的美誉。

1、垦利银座购物商城

地址：垦利县黄河路与新兴路交叉路口

2、垦利县信誉楼

地址：垦利县新兴路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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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垦利交通

北京到垦利驾车方案：

东南五环化工桥进入京津高速公路，沿京津高速公路行驶46.3公里，在静海/济南/梅江会展中心/G

2方向出口，进入G3，沿G3行驶42.7公里直行进入G18，沿G18行驶6公里在外环西路/津静桥/滨海

新区/东营方向出口，继续沿G18行驶48.9公里，直行进入G25，沿G25行驶217公里，从胜利/垦利

出口离开进入垦利。全程390公里（从北京市内起），4个小时到达。

北京到垦利驾车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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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到垦利驾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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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桥卫津南路向南经由G205进入G18，沿G18直行26.6公里进入G25，沿沿G25行驶217公里，

从胜利/垦利出口离开进入垦利。全程260公里（从天津市内起），3个小时到达。

                                               23 / 31



�������

垦利：黄河入海口

 

 

                                               24 / 31



�������

垦利：黄河入海口
  

六、行程推荐

（一）黄河口一日游

线路一：游览黄河华滩万亩葵园，徜徉万亩花海，尽享自然美景，感受视觉震撼，赴黄河口文化

园观河听涛，体验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民丰湖休闲娱乐区乘船游览湖光

美景，让心情自由呼吸。

线路二：游览黄河华滩万亩葵园，徜徉万亩花海，尽享自然美景，感受视觉震撼，赴中国暖温带

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欣赏河海交汇、百鸟翔集、

湿地红毯、孤东海堤等美景。

线路三：游览黄河华滩万亩葵园，徜徉万亩花海，尽享自然美景，感受视觉震撼，至红光渔港，

观看原始的祭海仪式，和渔民一起下海捕鱼、赶海拾贝，尽情体验收获的乐趣。

线路四：游览黄河入海口生态农业观光园，采摘黄河口香瓜、黄河口蜜桃，体验农家之乐，赴黄

河华滩万亩葵园，欣赏壮观的大地艺术景观，近距离体验观河听涛；午餐后赴黄河口文化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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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天然氧吧，呼吸新鲜空气，然后驱车至胜坨镇，参观集养殖、观光、休闲与娱乐于一体的省级

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伟嘉园林，结束后，赴郝家绿色生态观光园参观葡萄种植基地，8月份，可体验

葡萄采摘，品尝农家自酿的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葡萄酒。

（二）黄河口二日游 

线路一：

第一天，游览黄河华滩万亩葵园，徜徉万亩花海，尽享自然美景，感受视觉震撼，赴黄河口文化

园观河听涛，体验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民丰湖休闲娱乐区乘船游览湖光

美景，让心情自由呼吸。

第二天，游览国家AA级旅游景区蓝湖度假区，享受垂钓乐趣，品尝黄河口大闸蟹美味，赴中国暖

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欣赏河海交汇、百鸟翔

集、湿地红毯、孤东海堤等美景。

线路二：

第一天，游览黄河华滩万亩葵园，徜徉万亩花海，尽享自然美景，感受视觉震撼，赴黄河口文化

园观河听涛，体验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到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民丰湖休闲娱乐区乘船游览湖光

美景，让心情自由呼吸。

第二天，赴红光渔港，观看原始的祭海仪式，和渔民一起下海捕鱼、赶海拾贝，尽情体验收获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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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垦利住宿

东营西城

东胜海天大酒店     五星级    0546-8234567     东营市西城西四路616号

标准间 518 单人间 598

蓝海国际大饭店     五星级    0546-8266666     东营市庐山路与黄河路交叉路口

标准间 638 单人间 688

蓝海新悦大饭店     四星级    0546-8200088     东营市西城西二路181号

标准间 508 单人间 508

蓝海西城宾馆       三星级    0546-7669999     东营市西城淄博路200号

标准间 338 单人间 298

东营东城

东营宾馆           四星级    0546-8062288     东营市东城东三路180号

标准间 436 单人间 411

蓝海大饭店         三星级    0546-8081588     东营市东营区府前大街103号

标准间 454 单人间 454

东营垦利

蓝海汇洲大酒店     三星级    0546-2891999     垦利县新区民丰路

标准间 358 单人间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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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宾馆           三星级    0546-2898999    东营市垦利县黄河路23号

标准间 228 套  房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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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人提示

行前准备

：夏日前往垦利葵花海观光，首先注意防晒。户外防晒指数高的防晒霜，以及长袖衣裤、帽子必

不可少。同时防暑也很重要。饮用水在景区有售，在黄河岸边漫步，最好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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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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