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通告
郑政通 〔2021〕20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锦春街等82条道路标准名称的通告

锦春街等82条道路标准名称经郑州市人民政府第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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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春街等82条道路标准名称一览表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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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锦春街等82条道路标准名称一览表

序号 名称 位置及描述 所在区

1 锦春街
北起经北一路,南至航海东路,西邻经开第四大街,
东邻经开第五大街。长250米,宽9米。 郑州经开区

2 赵庄街
北起经北三路,南至经北二路,西邻经开第一大街,
东邻经开第二大街。长280米,宽10米。 郑州经开区

3 嬉雨西路
西起龙善街,东至仁通街,北邻锦瑞路,南邻朗星
路 (规划路名)。长1010米,宽20米。 郑州经开区

4 苍松路
北起丹水大道,南至建设西路,西邻创新大道,东
邻红松路。长1500米,宽25米。 中原区

5 明晖北路
北起化工路,南至龙华路,西邻天王寺路,东邻秀
锦路、玉笛路。长8300米,宽45米。 中原区

6 御马桩路
东北起中原西路,西南转向西至百泉路,北邻白寨
路 (规划路名),东南邻须水河。长3600米,宽25
米。

中原区

7 锦文路
北起陇海西路南辅道 (规划路名),南至芳华路,西
邻西 四 环 辅 路 (规 划 路 名),东 邻 长 椿 南 路。长
1400米,宽25米。

中原区

8 毓秀西路
西起西四环辅路 (规划路名),东至毓秀路,北邻陇
海西路南辅道 (规划路名),南邻金田路。长1500
米,宽25米。

中原区

9 龙华路
西起绕城高速辅道 (规划路名),东转向南至淮河西
路西延长线,北邻金兰路,南邻芳华路。长3200
米,宽40米。

中原区

10 芳华路
西起西四环辅路 (规划路名),东至龙华路,北邻龙
华路,南邻淮河西路西延伸线。长1700米,宽25
米。

中原区

11 秋华街
西起西四环辅路 (规划路名),东至汇智路,北邻淮
河西路西延伸线,南邻同兴街东延伸线。长800米,
宽25米。

中原区

12 湖东路
北起建设西路、湖西路,南至中原西路,西邻西流
湖,东邻宋庄街。长1500米,宽35米。 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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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庄街
北起宋庄北街,南至中原西路,西邻湖东路,东邻
宋庄东街。长820米,宽20米。 中原区

14 宋庄东街
北起宋庄北街,南至兴国路,西邻宋庄街,东邻西
三环。长330米,宽20米。 中原区

15 石羊寺街
北起颍河西路西延伸线,南至郑湾路,西邻环翠路,
东邻西三环。长200米,宽20米。 中原区

16 二砂西街
北起洛河西路,南至陇海西路,西邻冠云路,东邻
二砂东街。长900米,宽20米。 中原区

17 二砂东街
北起罗庄北街,南至陇海西路,西邻二砂西街,东
邻天山路。长1300米,宽20米。 中原区

18 宁和路
北起建设西路,南转向东至天山路,西邻冠云路,
东邻天山路。长1900米,宽25米。 中原区

19 天山路
北起建设西路,南至陇海西路,西邻二砂东街,东
邻华山路。长2300米,宽30米。 中原区

20 宋庄北街
西起湖东路,东至西三环,北邻市民大道,南邻兴
国路。长740米,宽20米。 中原区

21 罗庄北街
西起二砂东街,东至华山路,北邻宁和路,南邻中
原西路。长670米,宽20米。 中原区

22 洛河西路
西起冠云路,东至华山路,北邻中原西路,南邻伊
河路西延伸线,长1100米,宽25米。 中原区

23 伊河西路
西起环翠路,东至西三环,北邻中原西路,南邻颍
河西路西延伸线。长1000米,宽20米。 中原区

24 郑湾路
西起环翠路,东至西三环,北邻颍河西路西延伸线,
南邻陇海西路。长400米,宽20米。 中原区

25 洛达庙街
西起冠云路,东至二砂东街,北邻颍河西路,南邻
陇海西路。长400米,宽25米。 中原区

26 太白南路
北起洹河路,南至金水西路,西邻电厂路,东邻冉
屯西路。长500米,宽12米。 中原区

27 搪瓷厂街
西起冉屯东路,东至桐柏北路,北邻淇河路,南邻
冉屯路。长600米,宽20米。 中原区

28 升泰街
西起桐柏北路,东至嵩山北路,北邻金水西路,南
邻陇海铁路。长1350米,宽25米。 中原区

29 李江沟路
北起陇海西路,南至淮河西路,西邻西三环 ,东邻
昆仑路。长800米,宽25米。 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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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卧龙岗街
北起淮河西路,南至宏河路西延伸线,西邻西三环,
东邻华山路。长400米,宽20米。 中原区

31 秦岭南路
北起航海西路,南至医院北路 (规划路名),西邻西
三环。长900米,宽30米。 中原区

32 后河卢街
西起西三环,东至桐柏南路,北邻航海西路。长
750米,宽15米。 中原区

33 朝旭街
北起同兴街,南至光明路,西邻学院路,东邻明晖
路。长340米,宽25米。 二七区

34 丹阳街
北起长江西路,南至丹青路,西邻西三环,东邻工
人路。长320米,宽25米。 二七区

35 兑周北里
西起二七兑周清真寺,东至大学北路,北邻中原东
路,南邻金水河。长330米,宽5米。 二七区

36 和安里
西起郑飞小区,东至大学南路,北邻郑航街、交通
公司家属院,南邻沅江路、加气站。长170米,宽7
米。

二七区

37 晨月路
北起航海西路,南至安亭路 (规划路名),西邻晨星
路 (规划路名),东邻凯旋路。长1020米,宽25
米。

二七区

38 志远街
北起商通路,南至学高路,西邻紫辰路,东邻文德
路南延长线。长48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39 富饶路
北起商通路,南至紫辰路,西邻十七里河,东邻弘
文路。长146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40 弘文路
北起商通路,南至豫五路 (规划路名),西邻富饶
路,东邻富盛路。长16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1 富盛路
北起商通路,南至紫辰路,西邻弘文路,东邻弘武
路。长2030米,宽40米。 管城回族区

42 弘武路
北起金岱路,南至豫五路 (规划路名),西邻富盛
路,东邻宜和路 (规划路名)。长1460米,宽25
米。

管城回族区

43 学博街
西起富饶路,东至弘武路,北邻商通路,南邻学义
路。长64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4 学义路
西起紫辰路,东至宜和路 (规划路名),北邻学博
街,南邻学高路。长1900米,宽30米。 管城回族区

45 学高路
西起紫辰路,东至富民路 (规划路名),北邻学义
路,南邻浔江中路。长20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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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学正路
西起富饶路,东至诚乐路 (规划路名),北邻浔江中
路,南邻豫五路 (规划路名)。长2040米,宽25
米。

管城回族区

47 春瑞街
北起求知路,南至南四环,西邻河东路 (规划路
名),东邻富国路。长72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8 春荣街
北起求知路,南至南四环,西邻富国路,东邻裕国
路。长56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49 彩霞路
西起通站路,东转向东南再转向南至漓江路,北临
南三环,南邻贺江路东延长线,东北邻京广铁路,
西南邻黄玉街。长1300米,宽25米。

管城回族区

50 文研里
北起陇海北三街,南至陇海北一街,西邻新郑路,
东邻紫荆山路。长250米,宽7米。 管城回族区

51 河畔里
西起南关街,东至太极公馆门口处后北拐至城南路,
北邻熊儿河,南邻烟厂后街。长500米,宽3米。 管城回族区

52 厚德路
西起休闲路 (规划命名),东至清华园路,北邻金光
路,南邻新城路。长3600米,宽25米。 惠济区

53 诗仙路
北起金光路,南至博雅路,西邻丰硕街,东邻子厚
路。长1500米,宽25米。 惠济区

54 子厚路
北起金光路,南至博雅路,西邻诗仙路,东邻贾河
街。长1600米,宽25米。 惠济区

55 贾河街
北起厚德路,南至博雅路,西邻子厚路,东邻丰林
街。长1250米,宽25米。 惠济区

56 君实路
西起贾河街,东至天河路,北邻新城路,南邻开元
路。长1200米,宽25米。 惠济区

57 清北路
北起金光路,南至纪元路,西邻胖庄路 (规划路
名)、丰林街,东邻机关路 (规划路名)、天河路。
长2090米,宽35米。

惠济区

58 博雅路
西起丰硕街,东至天河路,北邻开元路,南邻古元
路。长1800米,宽30米。 惠济区

59 杜庄街
北起古元路,南至铁路专线,西邻丰硕街,东邻丰
林街。长420米,宽25米。 惠济区

60 毛庄街
西起广济街,东至清华园路,北邻厚德路,南邻新
城路。长210米,宽15米。 惠济区

61 若齐街
西起清华园路,东至金河路,北邻金光路,南邻新
城路。长470米,宽25米。 惠济区

62 重九路
北起天元路,南至景元路,西邻天河路,东邻端阳
路。长1710米,宽25米。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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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端阳路
北起天元路,南至景元路,西邻重九路,东邻清华
园路。长1720米,宽25米。 惠济区

64 元辰路
西起青龙路,东至金河路,北邻上元路,南邻英才
街。长800米,宽25米。 惠济区

65 青龙路
北起天元路,南至滨河路,西邻景元路,东邻金杯
北路。长1280米,宽25米。 惠济区

66 文贝街
北起大河路辅道,南至新城路,西邻文汇路,东邻
文化北路。长900米,宽15米。 惠济区

67 常泷路
北起宏安路,南至魏河北路,西邻金杯路,东邻索
凌路。长400米,宽25米。 惠济区

68 常平街
北起新村西路 (规划路名),南至京广快速路,西邻
长柳路南延长线,东邻江山路。长550米,宽30
米。

惠济区

69 文虹街
西起金杯路,东至索凌路,北邻宏泰路西延长线,
南邻宏明西路。长800米,宽30米。 惠济区

70 南阳寨街
西起京广快速路,东至兴北街,北邻南阳粮库,南
邻粮库老街公寓。长280米,宽20米。 惠济区

71 平汉路
北起兴隆铺路,南至黄河路,西邻粮仓路、粮仓南
路、岳砦 中 街 (规 划 路 名),东 邻 京 广 铁 路。长
4300米,宽25米。

惠济区

72
粮仓

北一街
西起沙口路,东至平汉路,北邻兴隆铺路,南邻弘
润路西延长线。长400米,宽30米。 惠济区

73 拖厂北街
西起长顺路,东至南阳路,北邻兴南街,南邻弘润
路西延长线。长400米,宽30米。 惠济区

74 广通东路
北起绿源路,南转向东至绿源路,西邻中州大道北
延伸线,北邻金岸东路,南邻大河路。长5200米,
宽25米。

惠济区

75 河曲路
北起绿源路,南至金光东路,西邻广通东路、金穗
街,东邻大庙街。长1200米,宽20米。 惠济区

76 大庙街
北起绿源路,南至东岗路 (规划路名),西邻河曲
路,东邻玉盘街。长1500米,宽30米。 惠济区

77 玉盘街
北起大河路,南至迎宾路,西邻大庙街,东邻航天
路。长980米,宽20米。 惠济区

78 京水村街
北起大河路,南至滨河东路,西邻文轩路,东邻同
昌路。长1640米,宽25米。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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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同昌路
北起大河路,南至滨河东路,西邻京水村街,东邻
同盛路。长1490米,宽25米。 惠济区

80 同盛路
北起大河路,南至迎宾路,西邻同昌路,东邻锦帆
路。长800米,宽20米。 惠济区

81 锦帆路
北起绿源路,南至迎宾路,西邻同盛路,东邻东岗
街。长1400米,宽50米。 惠济区

82 东岗街
北起大河路,南至滨河东路,西邻锦帆路,东邻金
宝路。长800米,宽25米。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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