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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绿色名片数据

——全省森林城市建设掠影美丽河南绿意浓美丽河南绿意浓

绿水青山孕育了金山银山。
这两年，每逢中秋佳节，郑州市民

老李都要带着一家人前往荥阳市高村
乡刘沟村采摘石榴，这里漫山遍野的
石榴树上挂满了无数火红的小“灯
笼”，入嘴清甜可口。临走，老李总不
忘捎带一些馈赠亲友。

这些年，荥阳河阴石榴品牌认可
度悄然提升，刘沟村也从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一跃成为富裕村，村里 348户
购置轿车500辆。荥阳河阴石榴产业
年效益达 3亿元，成为荥阳的支柱产
业。

建立都市型林业，兴林富民，对于
建设森林城市，促进林业发展方式转
变，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林业
市场化、规模化经营，培育新的绿色增
长点，实现美丽郑州建设目标，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郑州特色经济林产业不
断壮大，经济林种植面积达 60 多万
亩，新郑大枣、荥阳的河阴石榴和柿
子、二七区的葡萄和樱桃、巩义市的南
河渡石榴和小杂果、新密市的密香杏、

登封市的嵩山核桃等，已成为全省乃
至全国的知名名牌。

花卉苗木产业蓬勃发展，2011年
起郑州实施了为期 5年的《郑州都市
区环城花卉苗木产业发展规划》，苗木
花卉种植总面积达10万亩，年产各种
苗木花卉1.2亿株。陈砦花卉交易市
场发展成为全国四大区域性花卉交易
中心之一，年交易额达50亿元。2014
年，郑州在绿博园成功举办了第二十
四届中国（郑州）兰花博览会，被中国
兰协评价创造了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内容最广、精品最多、环境最美等兰博
会历史5项之最。

据统计，2016年郑州市完成林业
总产值 43 亿元，近几年年均增长
14%，有效地扩大了农民就业，增加了
农民收入，护了生态富了民。

2016年年底，国务院明确支持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个快速发展
的国家中心城市需要与之匹配的环境
容量，需要强有力的生态承载。

与之呼应，郑州在谋划一个令人
惊喜的棋局：打造城市森林生态产业

圈，在城市周边形成规模达50万亩的
绿色保护圈。

郑州市将加大产业引导力度，以
“绿道”系统为纽带，以景区景点、郊野
森林公园、特色森林小镇、美丽田园乡
村为支点，从三环向外辐射延伸，打造
休闲生态产业圈、度假生态产业圈、养
生生态产业圈等三个森林生态产业
圈。

休闲、度假、养生，既契合了现代
人“养眼、养心、养生”的绿色追求，培
育了森林生态产业体系，“森林围城”
又为郑州筑牢了生态保护圈，彰显了
郑州生态建设的决心、为民谋绿的贴
心、产业发展的雄心。

森林城市创建作为一个活动一
般持续三五年，但森林城市建设是永
恒的事业。多种树、种好树、管好树，
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
环境美起来，让天蓝、地绿、水净成为
常态。

“绿城”郑州，正在建设生态郑州、
美丽郑州的道路上执着前行，宜居宜
业宜游，未来的郑州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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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起，3年时间，成功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

2012年起，4年时间，累计完成

生态廊道建设3588公里……

“绿城”郑州，也许它的森林覆盖率

在全省不是最高的，但是作为省会，作

为一个坚持不懈增林添绿的城市，它的

绿色情怀始终如一，近年来，相继获得

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等多个“国”字号绿色名

片。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绿化博览

会、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郑州要构

建“森林、流域、湿地、农田、城市”五

大生态系统，围绕“大生态、大环保、

大格局、大统筹”的要求，强力推进林

业生态建设,继续提升森林城市建设

水平，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奠定发展

基础、强化生态支撑。

“绿城”重新焕发生机，“绿城”又

吹响了集结号。

筑梦绿城
——演绎一首绿色变奏曲

秋天的郑州是迷人的。无论是徜徉在
老城区街头粗壮的法桐树下，还是郑东新区
宽阔的马路，抑或是大小公园的林荫小路
上，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会让人觉得，这
里当真不负“绿城”的美名。

“绿城”得名，受益于上世纪 50年代省
政府搬迁到郑州时的全民植树，到了上世纪
80年代中期，郑州市绿化覆盖率位居国务
院公布的317个城市前列，赢得了“绿城”的
美誉。

遗憾的是由于在老城区改造和道路拓
宽中忽视了造林绿化，“绿城”失去了往日的
光辉。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
高，人们对绿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为了重塑“绿城”风貌，2003年，郑州高
标准编制了《郑州森林生态城建设总体规
划》，决心用10年时间在城市周边营造百万
亩森林，把郑州建设成为森林生态城市。通
过不懈的努力，2009年，郑州提前4年完成
了规划任务，绿量大幅度提升，也为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打下了根基。

厚积跬步，志在千里。
“国家森林城市”是国家对城市生态建

设的最高评价，也是衡量城市综合竞争能力
的重要标志。为了“让森林拥抱城市、让市
民走进森林、让绿色融入生活、让健康伴随
你我”，郑州又迈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道
路。

又是一个十年。郑州委托国家林业局
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编制了《郑州市森
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0-2020）》，将这
张绿色蓝图一绘到底。此后，郑州市坚持将
森林城市建设规划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规划一并实施，着力实施了一系列林业
重点建设工程。

当 2014年 9月时任郑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马懿捧回了“国家森林城市”这一含金
量颇高的“国字号”牌匾时，郑州完成造林
88.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3.36%，市本级财
政共投入45亿元。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郑州最热闹
的地方莫过于航空港实验区的园博园，因为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 9月
29日开幕了。前十届园博会均由副省级以
上城市举办，郑州市是首个获得承办权的地
市级城市。

园博园占地 1785亩，公共景区种植乔
木2.7万株，94个室外展园涵盖了国内主要
城市和园林文化代表城市。阴雨绵绵挡不
住人们亲近绿色的脚步，截至10月 8日，园
区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28.1 万人次，广大游
客、网民对园内的生态美景赞不绝口、好评
如潮。园博园已成为郑州生态旅游热点景
区，又一颗“绿色明珠”闪耀在“绿城”大地。

2012年以来，郑州市大幅增加城市绿
量、严格落实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大量栽植
乔木，大面积增加城市绿地，园林绿化布局
不断完善，公园绿地面积迅速增加。截至
2016年年底，全市共计新建绿地8.59万亩，
市区共有公园 89个，绿化广场 23个，游园
285个，绿地总面积 24.3万亩，建成区绿地
率、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
到 35.5%、40.4%和 12平方米，为市民提供
了越来越多亲近自然的机会。

“绿肺”不断扩容，绿色愈加深厚。“绿
城”郑州更加名副其实，整体形象得到进一
步提升。

3588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
郑州至北京直线距离的5倍。

3亿平方米有多大？差不多1000
个碧沙岗公园大小。

这就是郑州 2012年起打造的生
态廊道长度和绿化面积。生态廊道涉
及郑州市域范围的高速、国道、省道、
市域快速通道、县乡道路、镇村道路、
主要河流、水系，按照乔灌花、四季青、
多景观、多功能的高标准配置，达到交
通、人行、绿化、生态的和谐统一，可以
说是城市道路绿化建设的一次革命。

到2015年，覆盖全市域的三级生
态廊道网络已基本形成。大面积的绿
植、乔灌草藤多种类多层次的植被结
构，起到了净化空气、改善环境和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的作用。

一条条绿意融融的“绿丝带”铺展
延绵，林中漫步、跳舞健身、绿道骑行、
驿站小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游玩、
健身的好去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
绿色发展理念，2016年，郑州决定下
大力气做好生态建设这篇大文章，部
署建设环城林业生态景观带，为省会
系上城市“绿项链”。

这条大手笔的“绿项链”，以郑州
主城区的绕城高速、连霍高速、京珠高
速为轴线，全长 111 公里。两侧各
200米范围内，进行高标准绿化。内
侧以现有林带为基础，建设单侧50米
的 环 城 林 业 生 态 防 护 林 带 ；外 侧
50-200米，以引导发展苗木花卉、特
色经济林等为主，建设环城林业生态
产业圈。

目前，郑州市已投资17.9亿元，完
成 111 公 里 绿 化 种 植 ，绿 化 面 积
3427.8万平方米。

在城郊接合部打造一些郊野公园
把中心城区围起来，是实现森林围城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郑州都市区森
林公园体系已初具规模，全市共提升

完成各类森林公园和体验园64处。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郑州绿博

园又迎来了客流高峰，园门外车位难
求，人流涌动。2939亩的绿博园，一
年四季都有赏不完的花，看不完的
景。春天 100 万株的郁金香炫彩绽
放，夏天是宿根花卉的狂欢季，秋天有
怒放的蝴蝶兰，春节可以赏到少见的
百合花。

郑州城市周边可供市民游玩的生
态场所逐步增多，绿博园、树木园、黄
河国家湿地公园已成为市民节假日近
郊游主要目的地，三个园区2016年共
接待游客313万人次。

据悉，今年 ，郑州又启动侯寨森林
公园、登封香山森林公园、新密摩旗山
森林公园等6个森林公园建设，到2020
年，郑州将规划建设8个万亩以上和2
个千亩以上大型森林公园。这意味着，
郑州“后花园”越建越多，市民家门口随
时可以来个森林公园一日游。

身处北国的郑州是比较缺水的。
但是，如果你想在深秋的郑州体验“秋
色连波”的感觉，那就可以一路向北，
到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去看看。站在黄
河岸边，看滔滔河水，身边是白色的芦
苇，远处一望无际，迥异于都市的钢筋
水泥，闹中取静。

如果你是观鸟爱好者，很快，成群
结队的鸬鹚玩耍嬉戏的场面不容错
过，够幸运的话，在拟建的郑州黄河湿
地中牟鸟类栖息地保护区还可以看到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黑鹳。

郑州黄河湿地是我国三大候鸟迁
徙通道的中线通道，每年10月中下旬
至来年的 4月上旬，来此越冬和迁徙
的候鸟数量超过百万只。

对郑州来说，黄河湿地被称为“郑
州之肾”，既是饮用水源地和物种基因
库，也是省会的生态屏障和黄河滞洪
护堤的重要保障。

2016年国庆假期期间，省长陈润儿
赴郑州、开封调研黄河沿岸生态建设
情况时强调，要充分利用黄河水资源，
统筹做好黄河沿岸生态建设这篇大文
章，协同推进森林生态、湿地生态、流
域生态、农田生态、城市生态五大生态
系统建设。

2016年年底以来，该市积极推进
郑州黄河湿地生态保护专项整治工
作，涉及采砂、餐饮等生态破坏问题已
完成清理整治。

为了加强郑州湿地保护，维护和
发挥湿地生态功能，今年 10月 1日，
《郑州市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条
例》规定要建立湿地生态红线制度，将
湿地保护工作纳入郑州市政府绩效考
核体系。这是全省第一部涉及湿地保
护的市级地方性法规。今后，在郑州
湿地保护范围内，开垦、围垦、烧烤、野
炊、捕鸟等一系列破坏湿地的行为将

被禁止，为破坏湿地行为套上“紧箍
咒”。

沿黄“一带”生态景观带建设被郑
州市列为今明两年的工作重点，着力
打造。

沿黄生态景观带沿黄河大堤两
侧、东西跨郑州北部全境，将融生态保
护、湿地景观、休闲采摘、健康养生、绿
色出行、文化展示等为一体，要把黄河
沿岸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新高地、黄河生态景观新地标和“五
大生态系统”协调发展的示范区。

未来，郑州将打造湿地涵养体系，
重点是加强郑州市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建设，推进沿黄“三区”“四园”建设，
实施拆违治乱、退耕还湿工作，建立湿
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推动湿地保护
工作跨河发展，加强湿地普法、执法工
作，着力提升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工作
水平。

加快推进沿黄生态景观带建设

88.5万亩 2014年9月荣膺国家森林城市，“创森”期
间造林88.5万亩，市级财政投入45亿元

111公里 2016年建设全长111公里的环城林业生态
景观带

50万亩 谋划城市周边50万亩的城市森林生态产
业圈

扩充绿量——铺展“绿丝带”戴上“绿项链”

呵护“绿肾”——打造沿黄生态景观带

造绿造富——培育新的绿色增长点

郑州黄河湿地

郑州黄河湿地草长平湖白鹭飞

乡间秋色

生态步道骑行快乐无限

荥阳河阴石榴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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