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0〕2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2020年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2020年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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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2020年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 《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 <郑州市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0—

2022年)>的通知》(郑办 〔2020〕7号),确保2020年高品质推

进城市建设开局取得显著成效,推进各项年度目标任务圆满完

成,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郑州及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紧紧围绕服务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区域

增长极这一总目标,紧扣 “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

联”城市发展格局,聚焦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承载力及公

共服务保障能力,推进城市建设品质不断提升,打造集约高效现

代之城、治理有序文明之城、宜居宜业幸福之城。

二、发展目标

(一)城市功能布局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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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的城市发展

格局,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坚持实施以项目带动发展战略,积极

打造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统筹生态环境建设和历史文化遗

存保护利用,带动新老城区协调发展,推进中心城区转型升级,

展现古都新魅力、新活力。

(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

围绕增强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农村人口

向城镇转移、外来人口在郑落户的吸引作用,统筹推进一批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确保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现代化路网体系、

立体空间利用、市政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升,城市发展更加科

学、更具人性化。

(三)公共服务和生态绿化建设大力实施

聚焦人民群众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

城市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

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促进城市功能、城市品质、

城市形象全面提升,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四)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以深化推进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为抓手,

着力打造整洁、有序、舒适、愉悦的城乡环境,以 “双改”带动

城市形态更新、业态更新、功能更新,推动城市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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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任务

(一)加快推进城市核心板块建设

围绕 “东强、南动、西美、北静、中优、外联”的城市发展

格局,积极打造32个城市建设核心板块,坚持实施以项目带动

发展战略,计划新建、续建或谋划260个项目,2020年累计完

成投资965亿元。

1.围绕 “东部强起来”目标,加快9个核心板块建设。郑

东新区围绕金融岛片区板块、龙湖北部片区板块、云湖大数据产

业园板块、高铁东广场板块、鲲鹏软件小镇板块,加快推进金融

岛外环建筑群、人保大厦、宇通金融大厦、中原证券大厦、百瑞

国际金融中心、海康威视郑州科技园、大华中原区域总部暨大华

河南研发中心等25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156.9亿

元。郑州经开区围绕跨境电商核心功能区板块、滨河国际新城核

心功能区板块、国际物流园区核心功能区板块,加快推进文体中

心、司赵火车站遗址及站前广场等3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

完成投资3.7亿元。中牟县围绕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核心板块,

加快推进郑州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物疫苗产业基地项目、圃

田铁路物流基地工程项目、比克年产15GWh锂离子电池生产项

目、联东U谷·郑州智能装备产业园等16个项目建设,2020年

累计完成投资69.5亿元。

责任单位:郑东新区、郑州经开区、中牟县,市发展改革

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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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 “南部动起来”目标,加快7个核心板块建设。郑

州航空港区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板块、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板块,加快推进华锐光电、恒大新能源汽车、朝虹智能电视显示

器产业园等21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131.7亿元。

管城回族区围绕金岱产业集聚区板块、小李庄火车站区域板块,

加快推进金岱创客中心项目、 “云之谷”创新创业综合体项目、

郑州新火车站城市设计、恒大紫东城市广场等14个项目建设,

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52.9亿元。新郑市围绕薛店物流基地配套

服务核心区板块、黄帝千古情中心板块,加快推进黄帝千古情项

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4.3亿元。新密市围绕城市新区

发展核心板块,加快推进新密市科技创新创业综合体、风尚企业

芯城创新产业园、郑州唐达机器人产业园、中国 (曲梁)原创服

装工业园等19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15.6亿元。

责任单位:郑州航空港区、管城回族区、新郑市、新密市,

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市财政局

3.围绕 “西部美起来”目标,加快8个核心板块建设。郑

州高新区围绕区域中心板块,加快推进中国长城 (郑州)自主创

新基地、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中国联通中原数据基地、中

国 (郑州)智能传感谷启动区项目、双湖科技城等32个项目建

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122亿元。中原区围绕中央文化区

(CCD)板块、中原新区须水河核心片区板块,加快推进中原路

以北地下交通环廊及综合管廊、华侨城等4个项目建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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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累计完成投资38亿元。荥阳市围绕宜居健康产业板块,加快

推进郑州荥阳人工智能科创园区、佰川国际科创城 (一期)、华

中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郑州恒大国际健康未来城等

22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57.9亿元。上街区围绕东

虢湖核心板块,加快推进郑上商务中心、郑上会展中心、中鹏俱

乐部酒店等5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5亿元。新密

市围绕主城区北部产业新城核心板块,加快推进华夏智能制造产

业港、电子信息港、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等18个项目建设,2020

年累计完成投资25亿元。登封市围绕文化产业核心板块,加快

推进嵩山特色小镇、嵩山少林国际功夫中心等8个项目建设,

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33亿元。巩义市围绕罗曼小镇板块,加快

推进四河一库生态水系、河洛文化城、安联商业广场、伏羲路-

滨河路区级体育中心等18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投资

34.2亿元。

责任单位:郑州高新区、中原区、荥阳市、上街区、新密

市、登封市、巩义市,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

局、市财政局

4.围绕 “北部静下来”目标,加快4个核心板块建设。惠

济区围绕荥泽古城板块、大运河文化片区板块,加快推进古荥历

史文化名镇修复工程、郑州中原高科技花卉博览园、双桥国际花

卉商务中心、建业电子商务大厦等15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

完成投资28.1亿元。金水区围绕郑州国际金贸港板块、金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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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城片区板块,加快推进郑州国际金贸港、金科智汇城、金水区

市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心等3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完成

投资46.1亿元。

责任单位:惠济区、金水区,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

局、市城建局、市财政局

5.围绕 “中部优起来”目标,加快4个核心板块建设。二

七区围绕二七商圈核心板块、南部产业片区板块,加快推进万科

医疗养老产业园、中欧健康产业城等12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

计完成投资63.7亿元。管城回族区围绕商代王城遗址文化区板

块,加快推进商代王城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和文物考古研究院项

目、商代王城宫殿区遗址博物馆等23个项目建设,2020年累计

完成投资53亿元。中原区围绕二砂文化创意园板块,加快招商

中心、城市会客厅 (品牌展示中心)、星河·领创天下 (孵化器)

等项目建设,首开区于2020年10月开园,2020年累计完成投

资24亿元。

责任单位:二七区、管城回族区、中原区,市发展改革委、

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市财政局

(二)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1.加快郑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加快机场三期扩建工程、

北货运区及飞行区配套工程、南飞行区改造工程建设。2020年

底,郑州机场开辟2条洲际货运航线,开通全货机国际航线10

条,实现国内主要城市基本覆盖,谋划建设南货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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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航空枢纽办,郑州航空港区

2.加快铁路枢纽建设。2020年全面加快郑济高铁建设,开

工建设小李庄客运站及陇海铁路改线工程,力争2020年开工建

设郑登洛城际铁路,持续提升郑开、郑焦、郑机城际公交化运营

水平。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各相关县 (市、

区)、开发区

3.加快公路交通网建设。围绕中原城市群互通互联,2020

年底前,力争开工建设焦平高速荥阳至新密段、省管项目安罗高

速原阳至郑州段 (机西高速三期),随省高速公路网规划调整工

作进度,争取将郑巩洛高速公路及3座跨黄河高速公路连接线等

路线纳入规划。开展郑少高速郑州至登封段拓宽等工程的前期研

究。加快环城货运通道建设,实现2020年完成东、南、西三个

方向主体工程通车目标。

责任单位: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各相关县 (市、区)、

开发区

4.加快轨道交通建设。2020年第三期建设规划线路全部开

工建设,重点推进16个项目建设,计划投资334亿元,建设规

模达249公里。3号线一期、4号线实现初期运营,运营后轨道

交通线网日均客流量突破190万人次,运营里程达206公里,地

铁在公共交通出行中的分担率约35%。加快研究地铁快线建设,

适时启动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同时启动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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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新 (乡)市域铁路前期工作,助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地铁

集团,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5.加快城市路网建设。2020年计划实施110个项目,投资

399亿,年底前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全线建成通车, “两

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体系全面形成,城市快速路里程达到252

公里。力争开工建设西四环北延、大河路西延等工程,加快彩虹

桥新建以及中心城区与沿黄片区的主要连接道路建设,加强中心

城区与沿黄片区的快捷交通联系。研究城市道路连续通行问题。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财

政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6.加快供水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城市 “供水一张网”要求,

编制 《郑州市国家中心城市供水保障规划 (2019-2035年)》和

《郑州市主城区和航空港区规划水资源论证报告》,推动郑州高新

区、郑州经开区、白沙园区等区域供水业务整合,加快桥南、东

周、石佛、罗垌等水厂工程建设,启动九龙水厂工程,谋划郑州

黄河水源地工程、南水北调十八里河分水闸口门改造系统工程等

重大水利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刘湾水库、港区北湖水库等水源调

蓄工程前期工作,开展智慧水务建设,与城市大数据衔接。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41亿元。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水利局、市城管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资源规划局、市自来水公司,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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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7.加快供电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更加合理的220千伏

输电网,加快完善110千伏电网链式结构。加快推进500千伏建

新、港区东,220千伏香草、少室、化工,110千伏古城、紫荆、

新港等输变电工程建设,不断提升主网供电能力。着力开展配电

网频繁停电线路治理、低电压台区治理、重过载线路治理,持续

推动行政村整村电网改造,加快补强城乡配电网。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建局、国网

郑州供电公司,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8.加快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聚焦网络强市建设目

标,加快5G网络部署,2020年计划投资28亿元,实现全市城

镇家庭用户全面提速到100兆及以上,实现城区5G网络全覆

盖。加快实施郑州直联点互联带宽提升工程,巩固郑州信息集散

中心和网络交换枢纽地位。

责任单位:市通管办,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9.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底完成南部二期日处理

2000吨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完成日处理300吨焚烧飞灰处理项

目建设,每个区建成一个垃圾分拣中心。加快郑州新区污水处理

厂二期工程、南曹污水处理厂2个项目建设,谋划马头岗、五龙

口等7座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项目,对满足条件的城区污水处

理厂实施地表 浐 类水改造。实施智慧污水工程,完成陈三桥、

南三环等4个污水处理厂污水调配工程,保持 “全收集、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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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污水处理能力。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10.加快市政燃气、供热管网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郑州市液

化天然气调峰气化站工程、郑上路高压燃气管道扩容改造工程、

加氢示范站工程,完成80公里四环高压燃气迁改工程。基本完

成裕中百万机组 “引热入郑”配套集中供热管网项目,2020年

底到达供热运行条件,新建热力管网40公里,改造老旧管网20

公里,计划完成投资15.8亿元。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城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

划局、华润燃气、热力公司,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三)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与生态绿化设施建设

1.加快教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20年全市新增公办幼儿

园100所,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稳定在95%以上,普惠性资源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30所以上,每个县 (市)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4所以上,2020年杜绝超大班额。推动普通高中优

质特色发展。结合实际调整理顺教育管理体制,加快推进市区高

中阶段学校建设。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

建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2.加快城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坚持项目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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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建设市中心医院高新医院、市七院滨河院区、市六院传染病

综合救治楼3个项目,加快市三院迁建、市七院心血管病房楼和

市颈肩腰腿疼医院郑东院区3个项目建设。

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

建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3.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构建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

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全力推进安置房项目建设,全年力争

完成竣工面积1350万平方米,新增投资额671亿元。加快青年

人才公寓建设,力争2020年底建设5000套青年人才公寓。

责任单位:市住房保障局、市城建局、市事管局、市发展改

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4.加块国土绿化、生态廊道建设。大力实施营造林工程,

开展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完成各类造林绿化面积10万亩,

中幼林抚育11.1万亩。建成省级以上森林城市2个,森林特色

小镇17个,森林生态乡村166个。持续推进高速公路、铁路、

国省干线等生态廊道提升工程,2020年完成生态廊道绿化提升

5.58万亩,新建森林绿道28公里。

责任单位:市林业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5.加大生态公园、绿园建设力度。在城市外围依托山地森

林、平原片林、沿黄林带和湿地保护区,重点做好生态文化公

园、郊野公园、森林公园建设,全力推进98个项目实施,计划

完成投资102亿元,新建、扩建公园、微公园、小游园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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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

责任单位:市园林局、市林业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

发区

6.提升生态水系建设水平。坚持 “安全、生态、景观、文

化、幸福”五河共建,建成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推进

贾峪河、索须河、潮河等河道生态治理,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水

网体系。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各相关县 (市、区)、开发区

(四)实施城市改造更新,打造宜居宜业人居环境

1.加快城市道路综合改造工程。牢牢把握 “两个优先、两

个分离、两个贯通、一个增加”的建设理念,分步实施 “一环十

横十纵”和其他城市路网综合改造提升,着力打造能够体现郑州

文化底蕴和现代化水平的道路街区。2020年实施171个城市道

路改造项目,计划完成投资148.7亿元。

责任单位:市城建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城

管局、市住房保障局、市交警支队,各县 (市、区)、开发区

2.实施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以2002年前建成投入使用

的住宅小区为对象,突出 “一拆五改三增”,打造功能完善、环

境整洁、管理有序的居住小区。2020年实施103个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 (打捆),计划完成投资57.7亿元。

责任单位:市住房保障局,各县 (市、区)、开发区

3.加快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工程。以打造 “整洁、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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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愉悦”的城市环境为目标,以推动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日常管理、改善人居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对城乡

结合部进行全覆盖、全方位、立体化、高标准综合改造。

责任单位:市资源规划局、市农委、市城管局、市城建局、

市交通局、市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 (市、区)、开发区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对全市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解决

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建立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工作推进例会

等制度,加强会商沟通。全市各级各部门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强化部门协调,形成工作合力。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县 (市、区)、开发区

(二)加强督导考核

出台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考核评价办法,围绕三年行动计划

和年度工作实施方案,加大对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县 (市、区)、

开发区的督导考核力度。建立市级财政资金奖励机制,根据高品

质推进城市建设年度考评结果,以奖促进、以奖促优。

责任单位: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县 (市、区)、开发区

(三)营造浓厚氛围

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积极挖掘和推广先进经验和成功做

法,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持续报道城市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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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县 (市、区)、开发区

附件:郑州市2020年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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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城建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五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4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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