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通告
郑政通 〔2020〕8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须右路等68条道路标准名称的通告

须右路等68条道路标准名称经郑州市人民政府第52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现对新

命名道路标准名称予以通告。自通告之日起,各机关团体、企事

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应当使用标准名称。

附件:须右路等68条道路标准名称一览表

2020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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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须右路等68条道路标准名称一览表

序号 名 称 位置及描述 所在区

1 须右路
西北起红松路南延长线,东南至汴锦路,东北邻通达
路,西南邻淅水大道。长1900米,宽25米。 中原区

2 诚达西路
西起淅水大道,东至须水河,北邻昌达路,南邻汴锦
路。长930米,宽25米。 中原区

3 诚达东路
西起须水河,东至西四环,北邻昌达路,南邻建设西
路北侧辅道。长450米,宽25米。 中原区

4 汴锦路
西起建设西路北侧辅道,东至建设西路北侧辅道,北
邻诚达西路,南邻建设西路北侧辅道。长502米,宽
20米。

中原区

5 星海路
北起陈庄南路 (规划路名),南至建设西路北侧辅道,
西邻兰州北路,东邻扬州路。长385米,宽25米。 中原区

6 星空路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建设西路北侧辅道,西邻扬州
路,东邻丹水大道。长410米,宽25米。 中原区

7 惠平街
西南起富春路 (规划路名),东北至丹水大道,西北
邻常州路,东南邻富贵路。长298米,宽20米。 中原区

8 柳沟街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中原西路,西邻富春路 (规划路
名),东邻丹水大道。长239米,宽15米。 中原区

9 小寨街
西北起白寨路 (规划路名),东南至御马路 (规划路
名),东北邻百泉路,西南邻常州路。长226米,宽
20米。

中原区

10 福惠街
北起中原西路,南至百泉路,西邻福昌街,东邻红松
路南延长线。长430米,宽25米。 中原区

11 福昌街
北起中原西路南侧辅道,南至绕城高速辅道,西邻绕
城高速辅道,东邻福惠街。长473米,宽20米。 中原区

12 怡庭路
西起杭州路,东至苏州路,北邻金桢路,南邻金笛
路。长340米,宽30米。 中原区

13 怡悦路
西南起绕城高速辅道,东北至金盛路,北邻金桢路、
金盛路,南邻怡乐路。长630米,宽30米。 中原区

14 怡乐路
西南起绕城高速辅道,东北至红松路南延长线,北邻
怡悦路,南邻金英路。长830米,宽25米。 中原区

15 玉笙路
北起怡悦路,南至智明路,西邻绕城高速辅道,东邻
红松路南延长线。长4500米,宽30米。

中原区
二七区

16 永惠里
东北起汝河路,西南至秦岭路,东邻伏牛路,南邻淮
河西路。长287米,宽10米。 中原区

17 铭言里
西起郑州市第十四中学,东至铭功路,北邻铭仁里,
南邻西陈庄后街。长65米,宽10米。 二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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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铭仁里
西起煤场北拐,东至铭功路,北邻沿河路,南邻铭言
里。长112米,宽4米。 二七区

19 牧歌路
西起未来路,东至德信路,北邻石化路,南邻德风
街。长42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20 芦邢庄街
西起豫豪路,东至银莺路,北邻航海东路,南邻果园
路。长1100米,宽20米。 管城回族区

21 弘毅路
北起金岱路,南至南三环东路,西邻岗东路,东邻金
岱路。长604米,宽20米。 管城回族区

22 明诚路
北起漓江路东延伸线,南至求知路,西邻青翠南路,
东邻通站路、中州大道。长169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23 利川路
西起建兴路 (规划路名),东至兴仁路,北邻宇通路,
南邻求知路。长367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24 鼎昌街
西起紫辰路,东至金岱路,北邻鼎瑞街,南邻鼎盛
街。长1573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25 文达路
北起鼎城街,南至鼎昌街,西邻文德路,东邻金岱
路。长89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26 安顺街
北起豫五路 (规划路名),南至豫六路 (规划路名),
西邻香江路 (规划路名),东邻豫兴路 (规划路名)。
长3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27 冠军路
西起金杯路,东至索凌路,北邻新龙路,南邻金冠
路。长820米,宽25米。 金水区

28 丰收路
北起新龙路,南至宏明西路,西邻桂冠路,东邻索凌
路。长1270米,宽25米。 金水区

29 桂冠路
北起新龙路,南至新城街 (规划路名),西邻金杯路,
东邻丰收路。长1150米,宽25米。 金水区

30 吉安西里
北起农业路,南至农业路67号—7号院门口,西邻文
化路,东邻吉安东里。长200米,宽8米。 金水区

31 吉安东里
北起农业路,南至农业路69号院,西邻吉安西里,
东邻经七路。长120米,宽6米。 金水区

32 丰彩街
北起红旗路,南至黄河路,西邻文化路,东邻经八
路。长250米,宽5米。 金水区

33 司家庄街
北起顺河路,南至城北路,西邻凌云路、司家庄西
里,东邻东明路。长约493米,宽6米。 金水区

34 司家庄西里
北起东里路,南至城北路,西邻凌云路,东邻司家庄
街。长约222米,宽6米。 金水区

35 池南路
西北起莲花街,东南至翠竹街,北邻黄河干渠沉沙
池,南邻翠竹街。长1325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36 郁金里
西起碧桃路,东至石楠路,北邻梧桐街,南邻药厂
街。长317米,宽6米。 郑州高新区

37 叶桂路
北起枫香街,南至杜兰街,西邻金柏路,东邻红杉
路。长270米,宽15米。 郑州高新区

38 经北六路
西起中州大道,东至东三环路,南邻经北五路,北邻
陇海铁路。长5379米,宽35米。 郑州经开区

39 福塔西街
北起经北五路,南至福塔东街,西邻中州大道、机场
高速,东邻福塔东街。长1186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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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福塔东街
北起经北六路,南至航海东路,西邻福塔西街,东邻
朝凤路。长1426米,宽30米。 郑州经开区

41 岔河北路
西起福塔西街,东至福塔东街,北邻经北五路,南邻
岔河路。长278米,宽15米。 郑州经开区

42 岔河南路
西起福塔西街,东至福塔东街,北邻岔河路,南邻福
塔西街。长325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43 尚岗杨街
北起十八里河南路,南至航体南路,西邻机场高速公
路,东邻朝凤路。长398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44 航体南路
西起尚岗杨街,东至朝凤路,北邻十八里河南路,南
邻长江东路。长311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45 清波路
西起蝶湖东一街,东至崇光路,北邻蝶溪路、腾达
路,南邻蝶湖路。长594米,宽12米。 郑州经开区

46 蝶湖西街
北起蝶湖路,南至经南十一路,西邻东三环路南延伸
线,东邻蝶湖。长1306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47 蝶湖南街

北起经南十一路,南转向东南至浔江东路,西邻机场
高速公路,东北邻经南十二路,东邻经开第十二大
街、经开第十三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经开第
十四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长1569米,宽35
米。

郑州经开区

48 蝶溪路
西起蝶湖东二街,东至经开第十二大街,北邻蝶湖东
一街,南邻清波路。长114米,宽12米。 郑州经开区

49 蝶梦路
西起蝶湖,东至蝶湖东三街,北邻蝶湖路,南邻经南
十路。长412米,宽12米。 郑州经开区

50 蝶湖东一街
北起腾达路,南至经南十路,西邻潮河,东邻蝶湖东
二街。长940米,宽40米。 郑州经开区

51 蝶湖东二街
北起蝶湖东一街,南至蝶湖东一街,西邻蝶湖东一
街,东邻经开第十二大街。长634米,宽12米。 郑州经开区

52 蝶湖东三街
北起腾达路,南至经南十路 ,西邻经开第十二大街 ,
东北邻经南八路,东邻经开第十三大街南延伸线 (规
划路名)。长752米,宽15米。

郑州经开区

53 春英路
西起经开第十八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至经
开第十九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北邻崇光路,
南邻经南八路 。长300米,宽12米。

郑州经开区

54 春潮街
北起金祥路,南至经南八路,西邻明理南路,东邻经
开第十八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长247米,宽
12米。

郑州经开区

55 司赵路
西起明理南路,东至东四环路南延伸线,北邻经南十
路,南邻经南十一路。长1000米,宽35米。 郑州经开区

56 柳歌街
北起经南十一路,南至经南十二路,西邻经开第十三
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邻经开第十四大街南
延伸线 (规划路名)。长354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57 柳青路
西起经开第十四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至明
理南路,北邻经南十一路 ,南邻经南十二路。长900
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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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经南十三路
西起经开第十四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至东
四环路南延伸线,南邻经南十四路,北邻经南十二
路。长1965米,宽30米。

郑州经开区

59 云扬路
西起明理南路,东至经开第十八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
路名),北邻经南十六路 (规划路名),南邻经南十七
路 (规划路名)。长265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60 云飞路
西南起经开第十五大街,东北至明理南路,西北邻经
南十七路 (规划路名),东南邻云屏路。长605米,
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61 云屏路
西南起经开第十五大街,东北至明理南路,西北邻云
飞路,东南邻经开第十九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
长581米,宽30米。

郑州经开区

62 云起路
西起经开第十九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至东
四环路南延伸线,北邻经南十七路 (规划路名),南
邻芦庄街。长608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63 芦庄街
西北起经开第十九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东南
至绕城高速辅道,西南邻明理南路,东北邻云起路。
长713米,宽30米。

郑州经开区

64 清池街
北起经南十七路 (规划路名),南转向西至经开第十
五大街,西邻经开第十九大街南延伸线 (规划路名),
东邻清邑街。长1314米,宽30米。

郑州经开区

65 清邑街
北起经南十七路 (规划路名),南转向西至经开第十
五大街,西邻清池街,东邻东四环路南延伸线,南邻
绕城高速辅道。长1900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66 圃泽西路
西起蒋冲东街,东至经开第三十九大街 (规划路名),
北邻康达路,南邻禄达东路。长2394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67 圃泽东路
西起凤河东街,东至花溪街,北邻航海东路,南邻远
达路 (规划路名)。长1029米,宽25米。 郑州经开区

68 美辰路
西起经开第三十九大街 (规划路名),东至经开第四
十大街 (规划路名),北邻经南十二路,南邻经南十
四路东延伸线 (规划路名)。长340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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