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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与十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完全是一个现代、繁华、高颜值、高品质的
大都市了。”站在郑州郑东新区“大玉米”
的58层，来自上海的张翰先生发出这样的
感叹。

如今，郑东新区已经成为郑州，乃至
河南的一张亮丽城市名片，同时也是高起
点、大手笔重视规划、科学规划、先行规
划、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典范。

郑州市是一个有着规划历史也因此
受益发展的城市。

本 世 纪 初 的 河 南 ，城 镇 化 率 仅 为
24%，亟待破题发展。2000年 6月 28日，
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在郑州调研时，明
确提出以 107国道以东的新东区为重点，
高起点进行规划，使之形成亮点。郑东新
区由此破茧而出。

2001年，郑州先声夺人，以当时一个
内陆城市少有的气魄与胆识，公开向国际
征集郑东新区城市规划方案。澳大利亚
COX集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法
国夏氏设计事务所、日本黑川纪章事务所、
新加坡工程集团、美国 SASAKI公司等 6
家国际顶尖的规划设计单位纷至沓来。

2001 年 11月中旬，由国内外著名规
划专家初步评审，次月将黑川纪章的概念
规划方案深化为可供实施操作的规划方
案。至此，历时 5个月的我国首家向国际
征集城市规划概念的活动落下帷幕。为
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2002年 3月，郑州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地方法规形式
对规划方案进行了确认。

自2003年开建至今，历经多任主管领
导，郑州坚守郑东新区原始规划不动摇。
国际招标、专家评审、公众参与、法律确认
的规划审批机制也成为郑州市宝贵的城
建财富，并向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放眼望去，如今的郑东新区已经成长
为一座功能完善、产业繁荣的现代化新
城，260平方公里上4300亿元固定投资呈
现出楼宇林立、山河如画、民生愉悦、经济
发达的繁盛景象。郑州也由此被带动，旧
貌换新颜，整个城市变得光鲜靓丽富有生
机。

继往开来，郑州一直沿袭规划塑造城
市的理念，并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
中，更为慎重与严谨。

今年 5月，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发布消
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全面准备，正式启动

“2035”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这次总规编制对于郑州具有重要意

义。2016年年底，国务院批复了《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
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随后，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支持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提
出了五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形成了国家
层面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
体系，也使郑州的城市建设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

随着枢纽作用的不断强化，区域辐射
范围的逐步扩张，郑州的城市地位开始凸
显，整体发展环境也发生巨大改变，郑州
必须积极回应国家这些新的要求和部署，
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宏伟目标，以更
加长远的战略思路、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
来谋划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定位。

因此，在新形势下，郑州需要新的总
体规划引导城市走出一条具有特色和示
范引导作用的发展道路。

规划先行
引领城市发展

城市建设重在规划，城市规划核心在人。
郑州的城市规划始终围绕“建人民所需所

想之城”的原则，无论是从宏观的城市战略布
局，还是从微观细节的专项规划或操作规则，
都在紧扣这一中心。

今年以来，细心的市民会发现，郑州市城
乡规划局不断“有料派送”，频率密集，分量惊
人、内容吸睛。

采访中，市民王顺河告诉记者，他印象比
较深的是今年6月份郑州市城乡规划部门公布
的《郑州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8 修订
版。“原以为城市规划宏观、宏大，但看到这个
新版本的技术规定，另有一番滋味——城市的

规 划 不 单 单 是
‘高大上’的，还
是‘接地气’的，
不仅仅有楼宇高

耸桥梁飞架，还可以有‘母婴室’‘充电桩’和
‘养老房’。”王顺河说，城市是用来给人居住生
活的，城市的主要魅力是能让人生活得更舒
适，多些人情味的规划更暖心。

8月，《郑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强化大棚户
区改造项目城市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
行）》又出台，郑州棚户区改造将由此迎来色彩
多元、风格独特、品质提升的“春天”，同时也是
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着力点与提升
方式。“老旧小区、城中村、合村并城在内的棚
户区的改造，是郑州城市建设与城市建筑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往雷同呆板万楼一貌是棚户
区改造的‘代名词’，但今后这一状况将得到彻
底改变。”家住郑州北区的市民韩先生说，他是
城中村的拆迁户，看到这个指导意见后，很期
待未来自己的“新家”。

紧接着，《“300米见绿、500米见园”三年
建设规划》《郑州市郊野公园专项
规划(2018-2035)》登场。中心城
区将多“长”出 3100 个足球场大
小的绿地，到 2020 年 1614 个郁

郁葱葱的绿色游憩空间将珍珠般撒落在城市
角角落落，出门“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将成
为郑州人高品质都市生活的“标配”；而新增的
43个郊野公园，加之现有的湿地公园、风景名
胜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共同形成 61个大郊
野游憩空间，郑州正在一步步将城市变作公
园，让生活变得有趣。“通过规划了解到，短短
几年的时间，自己出入的小区、熟悉的街道和
生活的城市将会被各种‘绿色’包围，我感到这
个城市也像一棵大树一样，有着勃勃生机。”网
友“向阳而生”说。

9月郑州市城乡规划部门再发消息，为提
高服务效率，打包推出包括“容缺受理”在内的
一大拨新措施。其中“串联”改“并联”工作法，
最高效率将单一审批项目时间压缩 78%，“容
缺机制”在前置手续未办结前，后续流程提前
进入受理程序，大幅压缩办结时限。

英国城市学家、“花园城市”之父霍华德说：
“一座城市就像一朵花、一株草或一个动物，它
应该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保持统一、和谐、完
整。”城市规划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引领着城
市发展的未来，愿规划先行，城市更美！③8

近代郑州的总体规划始于 1927年。当时
规划范围东起经五路，西到京汉铁路，南到陇
海铁路，北到农业路，总面积不超过 11平方公
里，人口 25万。

时光飞逝，现在这个车流涌动、梦想飞跃
的城市已经“暴长”至 7446 平方公里，近 990
万人口。你无法想象，时间如何在同一块土
地上把繁华、富有、活力的靓影变幻而出，但
你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并分享这一切。

特别是近 5 年，郑州地区生产总值连跨
7000 亿元、8000 亿元、9000 亿元三个台阶，
2017 年达到 9130 亿元。今年上半年生产总
值达到 4611.4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分别
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 1.7 个和 0.7 个百
分点，有望年底冲刺GDP“万亿俱乐部”。

不仅面积变大、经济做强，郑州还在打造
属于自己的文化标签，以彰显与诠释城市的
特质与软实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强调要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为郑州做好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传承和
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郑
州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
八大古都之一、历史文化名城，在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和
责任。

郑州市委、市政府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把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谋划推进CCD
中央文化区和商都历史文化片区、古荥大运
河文化片区、百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二砂文
化创意园区等“四大文化片区”建设，并以此
为带动，完善城市功能，传承城市文脉，提升
城市品质，彰显文化特色，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与国家中心
城市相适应的文化支撑体系。

以规划为统领，郑州的“文化”符号正在
加紧建设与完善，它们将在不久后焕发异彩，

“代言”省会郑州的个性、潜力与未来。
秋高气爽的 10月，如果从高空俯瞰郑州

的西部，一座以“黄河天水，天地之中”为设计
理念的建筑芳容显现，这就是郑州 CCD 中央

文化区的奥体中心，不远处是在加紧建设的
文博艺术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和现代传媒中
心。这里基于城市功能区的定位，以完整而
独立的规划手段，在相对集约的空间中，集中
建设一批城市主题公共文化设施，未来将发
展为城市公共文化标志和文化服务的集中供
给区。

百年德化历史厚重，如今已经成为“网红
圣地”的二七塔，仍不断释放无限魅力。按照
规划，二七中心广场和普乐天地等陆续开建，
文化体系与产业功能的同步提升将让这里的
未来不同凡响，一座具有独特历史韵味的城
市“会客厅”即将呈现。

已经公示规划方案的二砂文化创意园区，
德国造的“包豪斯”浪漫且规整地与老厂区成
排的杨树林一起静静等待“新生”，这里看似
平静，但已动工的部分建筑正洋溢出如同北京
798、上海M50、成都U37的文艺范儿。

还有不同形式与内容的城市文化名片已
列入郑州的城市规划中，这是城市把根留住
的独特方式，也是城市内外兼修的最佳选择。

规划主导传承城市文脉

规划设计体现为民谋利

2001年，郑州先声夺人，以
当时一个内陆城市少有的气
魄与胆识，公开向国际征集
郑东新区城市规划方案，并
一直沿袭规划塑造城市的理
念，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过程中，更为慎重与严谨。

郑东新区“一张蓝图绘到底”，现已发展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国际新城。

贝聿铭说过：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规划。城市

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的重要作用，做好规划，是一个

城市发展的第一步。

近年，作为河南社会经济发展“龙头”的省会郑州，日新月异：

郑东新区产城融合被誉为“新型城镇化的样板”，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临空经济异军突起，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欧班列（郑州）急速

飞驰，城市在地域板块的规划中经济繁荣、活力四射。

北龙湖鸟语花香，贾鲁河新颜初展引无数人流连忘返，城市边缘郊野公

园正在“成长”，市内绿廊游园遍布，生态建设与城市比肩前行。

经历无数风雨的商城遗址焕发出新的文化气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

郑州段深藏古荥大地不平凡的过往，二砂旧址上“包豪斯”正在掀起新的文

化浪潮，百年德化灯火璀璨，二七纪念塔身姿傲然，规划把城市文化的根留

住并延续。

向东白沙与绿博组团如乘朝阳之势“奔跑”，向西CCD正隆起城市新高

地，向南华侨城、足球小镇等正上演城市精彩大戏，向北黄河如同玉带缠绕

沃土变身城市绿肺与花园，城市在规划中变大体量、变俏颜值、变强实力。

紧紧抓住“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灵魂”这一核心，如今，郑州正在向“万亿

俱乐部”靠近、正在为中原更加出彩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而奋力拼搏！

规划，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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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上世纪80
年代，郑州最早的机
场——郑州燕庄机场
航站楼。

右图：今天的郑
州新郑国际机场已位
居全国大型机场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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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奥体中心正在紧张施工，预
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

郑州地铁2号线开通方便市民出行。

到 2020 年 16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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