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通告
郑政通 〔2020〕14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红檀路等79条道路标准名称的通告

红檀路等79条道路标准名称经郑州市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15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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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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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檀路等79条道路标准名称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及描述 所在地

1 红檀路
北起岳岗街,南至滨河西路,西邻垂柳路,东邻藤黄街。
长90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 朱樱路
北起藤黄街,南至滨河西路,西邻小双桥路,东邻垂柳路。
长118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3 小双桥路
北起开元路,南至滨河西路,西邻邙山输水干渠、蒲草路,
东邻朱樱路。长1930米,宽30米。 郑州高新区

4 蒲草路
北起芍药街,南至滨河西路,西邻邙山输水干渠,东邻小
双桥路。长22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5 岳岗街
西起小双桥路,东转向东北至西三环北延长线,北邻藤黄
街,南邻芍药街。长1140米,宽30米。 郑州高新区

6 藤黄街
西起小双桥路,东转向东南至滨河西路,北邻开元路,南
邻岳岗街。长205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7 芍药街
西起珙桐路,东至红檀路,北邻岳岗街,南邻滨河西路。
长163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8 紫露街
西起连香路,东至庄王路,北邻香樟路,南邻开元路辅道
(规划路名)。长70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9 紫菊街
西起雪松路,东至珙桐路,北邻开元路,南邻金桂街。长
41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0 翠菊街
西起雪松路,东至珙桐路,北邻金桂街,南邻银桂街。长
28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1 茱萸路
北起香樟路,南至开元路辅道 (规划路名),西邻庄王路,
东邻雪松路,长23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2 红榕街
西起西四环辅道 (规划路名),东转向东南至香樟路,北邻
珙桐路西延长线 (规划路名),南邻开元路辅道 (规划路
名),长60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13 蒲葵路
北起开元路辅道 (规划路名),南至滨河西路,西邻长椿
路,东邻庄王路。长50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4 茉莉路
北起开元路辅道 (规划路名),南至金桂街,西邻庄王路,
东邻雪松路。长32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5 杨林东街
西起杨林街,东至须水河东路,北邻新龙路,南邻宝莲街,
长103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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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山茶南路
北起莲花街,南至金盏街,西邻须水河东路,东邻西四环
辅道 (规划路名),长63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7 水莲街
西起须水河东路,东至西四环辅道 (规划路名),北邻莲花
街,南邻金盏街,长930米,25米。 郑州高新区

18 秦庄街
西起碧桃路,东至雪松路,北邻冬青街,南邻合欢街。长
700米,宽20米。 郑州高新区

19 香荷南路
北起化工路,南至垂柳南路,西邻香蒲南路,东邻垂柳南
路。长450米,宽15米。 郑州高新区

20 香蒲南路
北起化工路,南至金水西路,西邻雪松南路,东邻香荷南
路。长500米,宽15米。 郑州高新区

21 萱草街
西起雪松南路,东至垂柳南路,北邻化工路,南邻金水西
路。长580米,宽15米。 郑州高新区

22 垂柳南路
东北起瑞达路,西南至金水西路,西北邻水仙路,东南邻
铁路线。长2280米,宽45米。 郑州高新区

23 张五砦路
北起杜英街,南至文竹街,西邻金柏路,东邻红杉路。长
68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4 银柏路
北起杜英街,南至化工路辅道 (规划路名),西邻绕城高速
辅道 (规划路名),东邻金柏路。长88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5 黄兰南路
北起梧桐街,南至文竹街,西邻创新大道,东邻蕙兰路,
长40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6 柳杉路
北起科学大道,南至杜英街,西邻黄兰路,东邻紫楠路,
长26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7 青纱街
北起顺达路,南至淅水大道,西邻创新大道南延长线,东
邻青织路、翠锦街,长71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8 翠锦街
北起勤达路,南至淅水大道,西邻青纱街,东邻青织路,
长46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29 青织路
北起顺达路,南至淅水大道,西邻翠锦街,东邻瑞锦街,
长1100米,宽40米。 郑州高新区

30 瑞锦街
北起顺达路,南至勤达路,西邻青织路,东邻汴绣街,长
34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31 汴绣街
北起顺达路,南至勤达路,西邻瑞锦街,东邻红松南路,
长34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32 红松南路
红松路向南延伸,化工路以南段统一命名为红松南路,西
邻汴绣街,东邻朱锦路。长12100米,宽60米。

郑州高新区
中原区

33 乐达路
西起创新大道南延长线,东至汴绣街,北邻顺达路,南邻
勤达路,长1200米,宽30米。 郑州高新区

34 勤达路
西起创新大道南延长线,东至红松南路,北邻乐达路,南
邻通达路,长1470米,宽25米。 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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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德源里
北起裕元里,南至苑陵街。西邻福寿街,东邻德化街。长
60米,宽7米。 二七区

36 宜颂路
西起绿洲路 (规划路名),东至景仁路。北邻林荫路 (规划
路名),南邻汇智南路。长630米,宽20米。 二七区

37 景仁路
西北起昌明路,东南转向南至汇智南路。西邻庆明路,东
邻景雅路 (规划路名)。长1130米,宽25米。 二七区

38 杓袁路
西起杓袁四街,东至中州大道,北邻贾鲁河南路,南邻杓
恒路。长1080米,宽25米。 金水区

39 杓恒路
西起杓袁四街,东至杓袁一街,北邻杓袁路,南邻连霍高
速。长600米,宽25米。 金水区

40 杓袁一街
北起贾鲁河南路,南至杓恒路,西邻杓袁二街,东邻中州
大道。长630米,宽25米。 金水区

41 杓袁二街
北起杓袁路,南至杓恒路,西邻杓袁三街,东邻杓袁一街。
长350米,宽25米。 金水区

42 杓袁三街
北起杓袁路,南至杓恒路,西邻杓袁四街,东邻杓袁二街。
长360米,宽25米。 金水区

43 杓袁四街
北起贾鲁河南路,南至杓恒路,西邻花园北路,东邻杓袁
三街。长720米,宽25米。 金水区

44 姚庄路
西起鼎城街,东转向南再转向西至鼎文街,西邻金岱路,
东邻十七里河。长17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5 郎庄西街
北起鼎盛街东延长线,南至金岱路,西邻十七里河,东邻
郎庄东街、郎庄中街。长65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6 郎庄中街
北起郎庄后街,南至郎庄前街,西邻郎庄西街、郎庄前街,
东邻郎庄东街。长300米,宽15米。 管城回族区

47 郎庄东街
北起鼎盛街东延长线,南至郎庄前街,西邻郎庄西街、郎
庄中街,东邻机场高速。长7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8 郎庄后街
西起郎庄西街,东至郎庄东街,北邻鼎盛街东延长线,南
邻郎庄前街。长49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9 郎庄前街
西起郎庄西街,东至郎庄东街,北邻郎庄后街,南邻南四
环。长85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0 浔江中路
西起京广南路,东至机场高速,北邻八郎寨前街,南邻延
庆路。长10100米,宽50米。 管城回族区

51 延庆路
西起通站路南延长线,东至强国路,北邻浔江中路,南邻
延顺路。长21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2 延顺路
西起富国路,东至强国路,北邻延庆路,南邻延祥路。长
165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53 延祥路
西起通站路南延长线,东至强国路,北邻延顺路,南邻十
七里河。长220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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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苏庄街
北起浔江中路,南至延祥路,西邻春江街,东邻裕国路。
长73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5 春光街
北起延庆路,南至延祥路,西邻裕国路,东邻安国路。长
45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56 春月街
北起浔江中路,南至延祥路,西邻安国路,东邻强国路。
长7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7 春新街
北起商通路,南至八郎寨前街,西邻春江街,东邻裕国路。
长54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8 春和街
北起商通路,南至延祥路,西邻通站路南延长线,东邻春
芳街。长153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59 春芳街
北起八郎寨后街,南至延庆路,西邻春和街,东邻富国路。
长10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60 春江街
北起商通路,南至延祥路,西邻富国路,东邻春新街、苏
庄街。长15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61 富国路
北起强国路,东南至绕城高速辅道 (规划路名),西邻春芳
街,东邻春江街。长670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62 裕国路
西北起宇通路,东南至商达路,西邻春新街、苏庄街,东
邻春光街、安国路、强国路。长5100米,宽50米。 管城回族区

63 安国路
西北起商通路,东南至商达路,西邻春光街,东邻春月街。
长350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64 强国路
西北起中州大道,东南至东三环路南延长线,西邻春月街、
安国路、裕国路,东邻紫辰路。长750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65 七彩街
北起强国路,南至宇通路,西邻中州大道,东邻兴仁路。
长900米,宽20米。 管城回族区

66 七彩东里
西起七彩街,东至兴仁路,北邻强国路,南邻宇通路。长
18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67 白玉街
西起中州大道,东转向南至求知路,西邻通站路,东邻七
彩街。长10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68 和众街
北起左江路东延长线,南至和泰路,西邻和泰路,东邻未
命名规划道路。长49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69 和敬街
西起和泰路,东至未命名规划道路,南邻和泰路,北邻左
江路东延长线。长61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70 和泰路
东北起浔江中路,西南转向东至紫荆山南路南延长线,西
邻中州大道南延长线,东邻和众街。长230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71 和居路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浔江中路,西邻柴郭街、京广南路,
东邻和润路。长2200米,宽35米。 管城回族区

72 和润路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左江路东延长线,西邻和居路,东邻
和爱街。长2300米,宽50米。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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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和爱街
北起紫荆山南路南延长线,南至浔江中路,西邻和润路,
东邻中州大道南延长线。长65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74 柴郭街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金沙江路,西邻碧云路,东邻和居路。
长8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75 南小李庄街
西起京广南路,东至紫荆山南路南延长线,北邻南四环,
南邻右江路东延长线。长130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76 商达路
西起环翠路,东至乐山路 (规划名),北邻豫九路 (规划
名),南邻栖居路 (规划路名)。长5000米,宽45米。 管城回族区

77 商通路
西起通站路南延长线,东至机场高速,北邻郑西客运专线、
南四环,南邻梦想路 (规划名)。长6000米,宽50米。 管城回族区

78 南曹路
北起商通路,南至商达路,西邻富民路 (规划路名),东邻
富茂路。长250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79 富茂路
北起浔江中路,南至飞翔路 (规划路名),西邻南曹路,东
邻诚乐路 (规划路名)。长11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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