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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生态人居 示范国际品质
——解读《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指标体系》

本报记者 栾姗 本报通讯员 邓弘立

2015 年 12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央城市工
作会议时隔 37 年后首次召开，会议的名称也
由 37 年前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强化尊
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将环境
容量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作为确定城市定
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要以自然为美，把好
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要提升建设水平，
加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
绵城市等。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
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建（郑州）城市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
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纳入《滨河国际
新城可持续指标体系》，按照“目标确立—指
标控制—规划完善—重点实施”的总体工作
方法，制定 21 项目标路径、53 项实施拓展、
112项具体指标，是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

招商运营和宣传推广的方向和思路，为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强
化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智慧生态城区建设奠
定了基础，也为中原城市可持续指标体系构
建提供了范例。

依据可持续指标体系，滨河国际新城已
具体落实了一系列可持续指标项目，包括蝶
湖、潮河水系的修复和重建、中央水街的营
造；构建连续的生态廊道，配置舒适的公共休
闲游憩空间和慢行系统；引进先进理念创新
安置房建设模式；秉承“送文化、下基层、接地
气”的宗旨开展送文化下基层的活动；建设青
少年科技馆等一系列工程，重塑城市与人之
间的可持续关系。

走进滨河国际新城，你深切感受到可持
续指标体系贯穿城市建设始终：综合管廊
秉承绿色低碳、资源节约的市政规划理念，
已完成 2400 米的工程施工和 1.08 亿元的投

资额，吸引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市政道路
雨水资源化利用工程已完成 400 米，有效缓
解城市缺水及其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为
郑州建设“海绵城市”提供了示范样本；青
少年科技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太阳能
光 导 照 明 、外 围 护 结 构 控 制 ，空 调 系 统 节
能，非传统水源综合利用等，落实推进绿色
建筑项目；占地 42 公顷的蝶湖充分考虑到
水体净化与雨水收集等生态技术，通过营
造低丘缓坡的地形设计手法消化水库开挖
遗留的 135 万立方米土，展现出一派碧水浓
荫、鸟语花香的自然生态湿地景观；中央滨
水休闲区依托荷湖和中央水系，构建文化
庆典、缤纷水街、生态体验三个组团，围绕
滨水空间布局现代文化展示与体验项目，
塑造新型的文化旅游和商业模式，建设郑
州新的文化休闲目的地。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开放的河南让世人刮目
相看，滨河国际新城由此迈开领跑中原国际
化生活的铿锵步伐，申报联合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范例奖。该奖项由全球人居环境、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最高权威机构——联合国人居
署，于 1996 年第二届全球人居大会之后设
立，表彰推广城市建设中绿色建筑及可持续
发展的典范，每两年颁发一次。高峰论坛上，
近千名与会嘉宾共襄盛举，见证《滨河国际新
城可持续指标体系》与国际化指标体系接轨
的开放创新之举。

儿时的笑语，是人们永恒的记忆；诗意地
栖居，是人们内心的渴盼。滨河国际新城打
造成为倡导生态人居、示范国际品质的联合
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远离“雾霾”的风景
优美、空气清新的新型宜居区域，在郑州国际
商都的建设中熠熠生辉、脚步铿锵，示范引领
中原国际化都市新生活。

丝路古道，记载着昔日光辉岁月的沧桑；
“一带一路”，启迪着今日合作共进的梦想。
四年前，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工程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携手启动 10.47 平方公里的滨河国际新城，如
今已出落成丝路之路经济带上商贾墨客荟萃之所。

刚落幕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各国总理聚首中原大地，共商“一带一路”合
作新思路新举措。上合会议期间，外交部新闻司参赞唐锐
赞誉说：“郑州发展是中国的缩影，正面向世界展现出她的
魅力。”滨河国际新城何尝不是中国生态人居的缩影，正面
向世界绽放出中原异彩。

承载着建设丝路生活新城邦的使命，滨河国际新城正
式申报联合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2015年 10月 20日，
由河南省城市科学研究会、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举办的“河南省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 2015高峰论坛暨
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指标发布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郭风春、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义民、
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丁雷、思扑（北
京）国际设计有限公司总裁李凤禹、联合国人居环境规划署
驻华代表张振山共同启动申报联合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
奖的水晶球，向世界展示中原国际化都市新生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
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高峰论坛上，
众多政府官员和国际专家学者及驻华代表一致认为，“宜居
乐活、智慧创新、绿色风尚”的滨河国际新城，高标准制定与
国际接轨的可持续指标体系，重塑自然、城市与人之间的可
持续关系，可谓中原国际化生态人居的扛鼎之作。由此，滨
河国际新城引来了绿地、海马等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的热切
关注，地块拍卖一天内三次刷新“地王”，彰显区域未来价
值。

新年伊始，滨河国际新城于时序更替中铿锵前行，以国
际化视野、胸怀百年的气魄，倡导生态人居、示范国际品质，
再铸丝路城邦新华章！

滨河国际新城申报联合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奖

城市，自从诞生以来就是人类活动的主
要场所，它积聚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物质、资金
和技术等，从而逐步演变成为经济活动的中
心，并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当前世界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
时期，2008 年全球城市居住人口第一次超过
全 球 人 口 的 50% 。《世 界 城 市 状 况 报 告
2010-2011：促进城市平等》分析则称，未来
30 年，近 70%的全球人口会居住在城市，城
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将给地球造成巨大的
压力；其次，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的城市环
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作用和累加，使得
本来问题已十分严重的城市更加脆弱。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城市走上可持续
发展之路，才会有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
展。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指导经济
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20 多年来，可持续发
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已经出现了从理论探讨走
向了实际应用的趋势，如 1995 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委员会（UNCSD）依据《21 世纪议程》
构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世界银行
提出了依据自然资本、社会资产、人力资源和
社会资源等要素衡量可持续指标体系；波罗
的海 21 世纪议程提出了涵盖包括丹麦、爱沙
尼亚、芬兰、德国、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

威、波兰、俄罗斯西北部和瑞典等国家的可持
续指标体系；21世纪初英国、美国、德国、瑞典
等发达国家依据自身的资源环境、经济发展、
社会结构提出了针对本国发展的可持续指标
体系。近年来，国际学者和研究机构提出的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从生态环境、经济、社
会发展等多个角度为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评价方法。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还在城市尺度上对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展开了研究，如欧洲城
市可持续指标体系、新西兰玛努卡市的可持
续指标体系、美国西雅图市社区可持续指标
体系、瑞典哈默比湖生态城、马尔默城市可持
续指标体系、丹麦哥本哈根可持续指标体系

等一系列指标体系，分别针对城市的发展状
况、发展目标和资源、环境保护提出了明确的
指标，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河南、商都郑州，中建（郑州）城市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按照河南省、郑州市对滨河
国际新城的开发要求，学习并借鉴世界各国
可持续指标体系研究理念，依据《郑州都市区
总体规划》、《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
划》、《滨河国际新城总体规划》，高起点编制
完成河南省第一个完整、可衡量的城区组团
生态指标体系——《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指
标体系》，明确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策全
系统融合的发展思路，为全省乃至全国城市
可持续指标体系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针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各部委
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指标体系，如 2008 年国家
发改委发布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
标；2010年，环保部发布“中国人居环境奖”评
价指标体系；2011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
出台了《低碳生态试点城（镇）申报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生态城（镇）建设的指标体系；
2012 年国家颁布生态园林城市分级考核标
准，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中国城科会、
中国科学院也分别从城市资源、城市环境、经
济和社会发展等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指标
体系。

与国际可持续指标体系相比较，国内可持
续指标体系研究手段单一，对研究区域缺乏直
接的、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满足于从政府各部
门收集到的统计资料，没有进行大量必要的实

地调查研究来核实和确认所用指标的科学性、
不可替代性及其意义和相应的可操作性等。

针对这些问题，高峰论坛上，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副厅长郭风春开篇讲话高屋建瓴，直
切主题。他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
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
长远大计。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了以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导
我国阔步迈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推动绿色建筑发展，大力
发展绿色建筑是我省建设生态行动的一项重
要的工作。这次论坛把‘生态文明绿色化、可
持续发展’作为主题，可以说是我省贯彻实施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具体体现。我们深信‘十三
五’期间将是我国绿色建筑事业深入推进的重
要战略，河南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建筑也将

迈入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
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冯琦说：“科技创

新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和保证，我们
应当下大力气，加强对绿色技术的研发、创
新，加快形成充满活力的绿色科技工作机制，
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参与绿色技术和产品研发
与推广，使企业真正成为绿色科研开发投入
的主题、技术创新的主题、科研成果应用的主
题、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题，产学研相结合的
主题创新体系。”

窃斑知豹，翻开《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指
标体系》全文，构架内设立有中央滨水休闲
区，区内布局文化交流中心、滨水休闲与艺术
沙龙、主题水街、文化舞台、可持续科技馆、生
态广场等弘扬传统文化、展现现代文化、颂赞
生态文明的公共性设施，并设立自行车道、跑

步专用道，通过慢行绿道系统将城市公共绿
地串联起来，形成具有鲜明形象特色的公共
空间序列，鼓励健康绿色的低碳生活。同时，
本着与国际接轨的理念，滨河国际新城不单
单是要建城，也要建设人们的精神文明家园，
将列子文化、法云寺、司赵火车站等一批中国
传统文化代表性符号保护和展现出来，增添
了滨河国际新城的人文气息，凸显出“绿色、
智慧、人文”的可持续理念。

高峰论坛上，作为郑州九大都市性新区
之一的滨河国际新城获得不少政府官员点
赞，称其与其他城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在
规划之初就蕴含一种健康、低碳的可持续发
展理念，势必成为河南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及申建自贸区的人居承载点，示范引
领中原国际化都市新生活。

绿色智慧人文的可持续理念

世界各国城市的可持续之路

重塑城市与人的可持续关系

滨河国际新城蝶湖

滨河国际新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滨河国际新城水系总图

滨河国际新城海绵城市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