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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发力，城市建设加快再加快！
54条城市主次干道支线路网工程今年加快建设，新增中小学学位3.2万个……

郑 开 同
城化进程将提速，加快推

进轨道交通K2快线规划建设，谋
划推进郑开同城三条快速路；为打造

“轨道上的都市”，今年将重点加快轨道交通
3号线二期、6号线一期等9个续建项目。根据
计划，今年，郑州拟安排2021年市本级政府投资
项目共292项，年度投资计划795.5亿元。

2月24日上午，郑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召开，郑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杨东方作《关于郑州市
2020 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1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刘瑞朝

轨道上的都市
重点加快地铁续建项目

在轨道交通领域，郑州
今年将着力推进重大项目
12项，年度投资计划301亿
元。今年预计新增通车里程
26公里（其中城郊铁路二期
8.98公里，6号线一期首通段
17.63公里），通车总里程达
到232公里，在建280公里。

重点加快轨道交通3号
线二期、6号线一期等9个续
建项目，推动市域快线K2线
工程建设，开展小李庄车站
地下轨道交通节点工程前期
工作。城郊铁路二期工程、6
号线一期工程首通段实现初
期运营。

公路桥梁工程方面，着
力投资推进重大项目35项，
年度投资计划67.6亿元。以
高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及
城市出入口为抓手，努力打
造全国领先的高品质高效能
公路交通网。

今年，郑州将以公交场
站复合利用、公交专用道、公
交智能网联工程建设为重
点，实现新增公交专用道
86.5公里，17处公交场站基
本建成投入使用。

《报告》提出，重点推进
东三环L3级智能网快速公
交项目、龙湖中环等8条常
规公交专用道项目开工建
设，年内完工或基本完工。

畅通郑州
加快西部、北部
主干路建设

今年，郑州着力推
进重大项目77项，年度
投资计划 120.4 亿元。
深入谋划四环至周边县
（市）区域交通，推进周
边组团与主城区高效衔
接。加快 54条城市主
次干道支线路网工程建
设，提高城市道路连续
通行能力。

重点推进渠南路快
速通道工程、农业路（西
四环至西三环）快速化
工 程 等 25 个 续 建 项
目。着力抓好新龙路
（健杨路至龙源路）道路
工程、文化北路（黄河大
堤至大河路）道路工程
等 49 个 新 开 项 目 。
2021 年二七广场隧道
工程、中央大道（大河路
至滨河路）、碧云路（鼎
盛大道至渠南路）等23
个项目完工或基本完
工。

根据计划，郑州将
突出主城区西部、北部
新开发区域的主干路建
设，重点加快推进开元
路、金水路西延跨西流
湖桥梁等工程建设，开
工建设新龙路、凯旋路、
宏达街、东风路西延等
工程，解决该区域交通、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

根据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要求和财力支撑情况，
拟安排2021年市本级政府
投资项目共292项，年度投
资计划795.5亿元。今年，
郑州将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聚焦“1+4”郑
州都市圈发展抓好交通共
联工程建设。

开封方向，加快推进轨
道交通K2快线规划建设，
谋划推进郑开同城三条快
速路，加快推进国道310郑
州与开封交界至中牟县官
渡镇段等国省道干线公路
项目建设，不断加密路网。

据了解，K2 线定位为
“都市圈通勤快线+世界精
品文旅线”，K2线新建段西
起少林站，途经登封、新密、
主城区，衔接嵩山少林寺、
伏羲山、商都历史文化街区
等景点，串联郑州站和郑州
东站综合交通枢纽，与郑开
城际在贾鲁河站接轨，新建
线路长度约103.4公里，设
站18座。

K2线中心城区段线路
长约 31公里，主要沿博体
路、陇海西路、大同路、书院
街、熊耳河、郑汴路、广场南
路、复兴南路和学理路敷
设；登封线自少林站至奥体
中心站长约72.4公里；与郑
开城际贯通运营，自贾鲁河
站至宋城路站长约41公里；
巩义支线自奥体中心站至
巩义南站长约67.5公里。

许昌方向，持续推进郑
许市域铁路项目建设，配合
做好焦平高速新密至禹州
段谋划推进工作，加快推进
郑州至南阳高速（郑州至许
昌段）项目前期工作。

新乡方向，加快推进安
罗高速项目建设，积极推进
郑济公铁两用桥与京港澳
辅道连接线项目前期工作，
配合做好郑新等高速公路
项目谋划研究。

焦作方向，争取焦平高
速公路荥阳至新密段新建
工程项目尽快开工，谋划推
进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
跨黄河大桥项目。根据计
划，力争2021年焦平、安罗
等二绕高速公路全线开工，
东西南货运通道竣工通车，
郑州都市圈互联互通能力
持续增强。

加大力度
今年新增中小学学位3.2万个

社会事业领域，教育方面仍然是重点。今年，着力
推进重大项目19项，年度投资计划16亿元。加快推进
高中外迁步伐，优先向开发区和荥阳、新郑、中牟、新密
等区域布局。加大奖补力度，加快中小学建设进度，今
年新增中小学学位3.2万个。立足国家产教融合型城
市试点建设目标，加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

重点推进市第四十七中学高中部东校区、市第二
中学政通路校区改造等7个续建项目，着力抓好郑州
外国语学校航空港区新校区等9个新开项目，加快郑
州市第五高级中学新校区等2个前期项目，认真做好
市区中小学、城乡幼儿园建设及农村教师周转宿舍等
建设奖补工作。

持续增强
郑州都市圈互联互通能力

本报讯 明确！河
南省政府向郑州、洛阳
等下放295项省级经济
社会管理权限。24日，
记者获悉，河南省人民
政府发布《关于向郑州
市洛阳市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下
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
管理权限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此举
将更好发挥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洛阳中原城
市群副中心城市“双引
擎”作用，引领带动全
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通知明确，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河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向郑州市
洛阳市下放部分省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省政府决定向郑
州市、洛阳市和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以下简称郑州航空港
区）下放295项省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自
通知印发之日起60个
工作日内，省直有关部
门与郑州市、洛阳市、
郑州航空港区完成下
放权限交接工作（下放
权限目录中另有规定
的除外）。

通知要求，对授权
或直接下放实施的权
限，自下放之日起，相
关法律责任一并由承
接部门承担。对委托
实施的权限，双方要依
法签订委托协议，明确
双方权利义务。委托
方对受委托方实施有
关权限的行为实施监
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
方 要 积 极 协 助 和 配
合。委托方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后，要依法追
究或者建议追究受委
托方及其有关人员的
责任；发生国家赔偿
的，要依法行使追偿的
权利。

权限下放后，省直
有关部门和郑州市、洛
阳市、郑州航空港区有
关部门要相应调整权
责清单、政务服务事项
目录、监管事项目录，
并按照规定程序和途
径公开，同步做好相关
事项在线办理衔接等
工作。

为啥要向郑州、洛
阳下放部分省级管理
权限?据《河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向郑州市洛阳市
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的决定（草
案）》介绍，向郑州、洛
阳等特定区域下放部
分省级管理权限，是一
项重大改革创新。省
委深改委第四次会议
提出，要“推动最大限
度向郑州下放省级管
理权限”;省委省政府
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工作推进会提出，
要“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强化土地、财政、人
才、交通、生态、文化等
支持，依法赋予洛阳部
分省级权限，支持洛阳
在 部 分 领 域 先 试 先
行”。依据宪法和法律
的规定，由省人大常委
会对放权工作中重大
问题作出决定，能够确
保这项重大改革于法
有据、有序进行，对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洛阳建设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提升我省
中心城市带动力和区
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

明确！
295项权限下放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段伟朵

具体295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是啥？
可点击链接查看：
https://oss.henan.gov.cn/typtfile/20210224/
e5fc8781a1164cdba4a180380ec5f68d.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