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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情 四 十 年 / 豪 迈 新 时 代

想看最早的郑州？非管城回族区莫属。
作为郑州的老城区和中心城区，管城回

族区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
3600年前，管城就是商代都城——亳都，也
是已发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有城垣的
国都，可谓“郑州之根”。郑州商城遗址是目
前世界范围内现存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城
遗址，为郑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入列
中国“八大古都”提供了重要佐证，也为郑州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和国家
中心城市奠定重要的文化载体支撑。

“商都”已成为郑州这座城市永远也无
法抹去和忽视的文化标识。留存历史印
记、守护城市灵魂，乘着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强劲东风，在郑州这片古老土地上，一项
彪炳史册、利在千秋的宏伟工程——商都
历史文化区建设如火如荼。

按照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自
2016年 8月以来，管城回族区立足“展示郑
州厚重历史、承载郑州文化传承、铸就郑州城
市之魂”的定位和使命，果敢担当，迅速行动，
精准发力，克难攻坚，在2.52平方公里的商都
历史文化区起步区内重点启动了“两院”（郑
州商都博物院、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二期、
亳都古巷、塔湾古街、夕阳楼和书院街6大片
区改造项目。

坚持“文化立区”，立足为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承载文脉传承，按照“三年现风
貌、五年成规模、十年建成品牌文化区”的
总体要求，管城回族区以打造华夏文化名
片、省会文化高地、国家中心城市会客厅为
目标，充分挖掘保护和展示利用商都文化
元素，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高站位招商运
作，努力把商都历史文化区打造成为有文
化、有特色、有内涵、有品牌、有产业、有生态
的国际商都文化核心区。目前，商都历史文
化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终期评审方案已编制
完成，项目一期建设投资高达 80亿元的商
都历史文化区建设全面铺开，城墙本体保护
等 4个项目顺利开工，书院街、夕阳楼、“两
院”二期三个片区建设前期工作有序推进，
计划2020年“两院”开馆、亳都古巷开街。

此外，管城回族区立足丰富的文化资
源禀赋，按照“以文兴旅、文旅带商、商旅承
文”的理念，深挖文化内涵、打造文化品牌，
促进“文、商、旅”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文化
资源实现由“软实力”向“硬产业”的转变。

历史的画卷，总在砥砺前行中徐徐铺
开。挖掘城市传统内涵、重现千年商都风
貌，管城回族区抢抓机遇、务实重干，以商
都历史文化区建设为引领，打造新的发展
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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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本报通讯员 娄璞

管城区：奏响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当一个新的历史节点来临，时

间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从 1978 年至 2018 年，改革

开放迎来了40周年。这是充满激

情与梦想的40年，这是飞速发展、

翻天覆地的40年。紧跟时代前进

的步伐，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

程中，郑州管城回族区不懈奋斗，

激起一朵朵坚毅前行的“浪花”。

细述四十年，说不尽的“变”。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2300 万 元 ，跃升至 2017 年 的

328.1 亿 元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由

1978 年的 29 万元增长到 2017

年的305.4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由 1978 年的 497 万元攀升

至 2017 年的 31.1 亿元……经济

数据之变，折射的正是管城回族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活力。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奋进新

时代，管城回族区奏响了高质量发

展的“强音”：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为统揽，以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为

引领，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坚持

“文化立区、产业兴区、基础强区、生

态靓区”四条战略路径，努力将管城

回族区建设成为国际商都文化核心

区、高端商贸业态创新区、新型城镇

化示范区、民族团结模范区，奋力在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展现新形象、

谱写新篇章。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区域竞争力
的根本体现。

在管城回族区东南部，当年贫瘠的农田和
荒芜的沙砾已不复存在，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
尽收眼底。近年来，管城回族区坚持“产业兴
区”战略路径，将产业培育摆在经济工作的首
要位置，把优化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当前的紧
迫任务，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让传统动能
不断焕发生机，让新动能逐步挑起大梁，积极
构建具有管城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是加快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今年，管城回族区围绕助推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谋划重大项目 220个，总投资超过 2900
亿元。坚持“五比五看五加快”项目建设绩效
考评机制，将各项工作的观摩、评比、考核全
面量化到具体项目上，确保全区重大项目年
度投资超579亿元。

在经济新常态下，管城回族区狠抓招商引
资和项目建设，着力优化产业布局，产业发展

“多点开花”。
做强文化创意旅游业。中心城区突出商

都历史文化区建设这个龙头引领，外围城区
加快国香茶城、商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黄
金珠宝文化创意产业园等项目的建设进度，
着力形成内外呼应、新老城互动的产业格局。

做优实体商贸业。打造传统商贸转型示
范区，以中心城区商圈内的项目建设和升级
改造为抓手，加快推进商贸业结构从中低端
向中高端转变。目前，银基商贸城是亚洲最

大的服装批发基地，以中部大观、锦荣商贸城
为代表的服装贸易产业实现智能化集群发
展；以中原黄金珠宝交易中心、金城国贸为代
表的楼宇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全区各类商务
楼宇达66座，累计入驻企业4800余家。

做大现代物流业。郑州传化公路港项目
主体已竣工并同步开始招商，中国储运（郑
州）物流产业园、张仲景大药房总部及配送中
心等 6个项目加快推进，有效发挥了龙头带
动和产业引领效应，辖区“小散乱”物流企业
全面整合提升。目前，管城回族区正积极引
进知名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和结算中心，壮
大物流总部经济规模，打造空港物流综合配
套区，力争将商都物流园建设成为国家中心
城市东南片区重要的商贸流通平台。

做稳都市型工业。继续稳固以汽车玻璃
制造、黄金珠宝设计加工为主的都市型工业
基础，加快郑州福耀玻璃高新技术生产线投
产力，力争今年高新技术总产值突破 320亿
元；完善黄金珠宝产业链条，确保中原黄金珠
宝文化创意产业园年内投入运营，加快打造
千亿级黄金珠宝产业集群；以中国邮政（郑
州）跨境电商产业园为孵化平台，着力形成跨
境电商企业集聚效应，力争全区电子商务交
易额突破190亿元。

聚焦主业，做强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依托创新链提升价值链，推进产业迈向
中高端水平，管城回族区的转型升级之路，步
履铿锵，波澜壮阔。今年上半年，全区三次产
业比重优化调整为0.1∶19.8∶80.1。

“刚开始改造时，总是感到影响生意。现
在环境好了，心气顺多了！”位于未来路与德风
街路口的“豫东老袁家胡辣汤”的老板袁先生
看着洁净如洗的街道，不由露出欣喜的笑容。

一条条精品街道构筑起了管城回族区新
的城市风景线。今年以来，管城回族区以精细
化管理为载体，以整街坊靓化整治为手段，致
力打造高标准、高品位、高品质的精品街道。

建设精品街道只是强化基础能力建设的
缩影。管城回族区坚持“基础强区”，牢固树立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按照“补短
板、强基础、提品质”的方向，提升外围城区基础
承载能力和建设速度，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内
外联动、协调发展，加速新城崛起、老城更新。

基础强区，提质发展，着力夯实区域发展
“硬基础”。

提升规划和用地水平。在中心城区，着眼
项目建设和城市设计，以提升商业和交通承载
能力为重点，合理确定项目空间布局、功能定
位，大力推进新建道路地下雨污水分流系统和
商都历史文化区地下管廊建设；在南部新区，
着眼群众回迁和高品质社区打造，以提升人居
和公共服务承载能力为重点，逐步扩大综合管
廊、海绵城市应用覆盖面。

优化城市功能品质。完善综合交通路
网，着力打通新老城区交通“肠梗阻”，全年道
路修建里程149公里，轨道交通3、4、5号线站
点建设全面铺开，实现“域内畅通、域外联
通”。选取6大片区实施整街坊靓化工程，对
辖区主次干道、背街支路、老旧小区进行高标
准的升级改造。加速推进安置房建设，以十
八里河安置区为代表的精品项目成为全市安
置房建设的样板，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的普
惠共享正逐步实现。

基础强区，提质发展，着力优化区域发展
“软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资金、人才、
技术等各种发展要素的聚集，有利于激发各
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围绕“为促进就业创业
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
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众办事
生活增便利”的总体目标，管城回族区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制定“一次办
妥”事项清单，构建“一网通办”的电子政务服
务体系，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坚持以人为核心，
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管城回族区正在
上演一出出“颜值”与“气质”并重的“变形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生态靓区”战略路径，管城回
族区积极打造与国家中心城市形象相匹
配、与城区空间结构相衔接、与群众美好
诉求相适应的良好人居环境，努力建设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管城。

“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还
给 老 百 姓 清 水 绿 岸 、鱼 翔 浅 底 的 景
象”……管城回族区按照“大生态、大环
保、大格局、大统筹”的原则，全力推进

“蓝天碧水绿地”三大工程。
打好蓝天保卫战，以“三治本、三治

标”为总要求，坚持精准施策，开展好污
染源普查工作，科学增设微型空气质量
监测站点，全面掌握辖区污染状况和类
别；坚持标本兼治，持续推进扬尘污染、

“散乱污”企业、燃煤、工业、机动车等综
合治理，力争 2018年全区优良天数不低
于195天，PM2.5和 PM10浓度分别同比
下降5%。

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认真落实“河
长制”，规范沿河排污口巡查及治理；突
出截污治污，做好潮河上游村庄截污工
程、郑州市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二
期）等10个项目建设；建立城市黑臭水体
动态管理机制，确保全区水质持续改
善。开展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摸
清污染底数，稳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进程。

“绿不断线、景不断链”，管城回族区
积极实施全域增绿行动，让区域更具绿
意、更富诗意。利用三年时间，计划总投
资超 35 亿元，构建全域连片的绿化网
络。南部城区，重点围绕“四河两库一
渠”水系和南部道路路网，加快实施整片
区绿化和生态廊道建设，力争建设至少2
个千亩以上的郊野公园。中心城区围绕
实现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的目标，新建游园、微游园 45个，新增绿
地 100万㎡，着力构建城区绿色生活圈，
丰富生态网络“毛细血管”。

生态靓区，居者心悦、来者心怡，管
城回族区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

“质感”。
…………

历史是永不停歇的车轮，梦想是照
耀未来的明灯。

鼓荡激情扬征棹，且破巨浪乘长
风。阔步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管城
回族区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
措，开拓进取、乘势而上，朝着实力强、魅
力显、活力足的人文管城、商贸管城、和
谐管城、美丽管城加速前进，不断为郑州
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让中原更加
出彩增光添彩。

郑州市人民路商城遗址公园里，那
尊伫立的商代大鼎巍然屹立，印证着管
城回族区的辉煌历史，也必将见证管城
回族区的光明前景。

铸造郑州城市之魂

1 文化立区

转型升级步履铿锵2 产业兴区

夯实基础扩容提质3 基础强区

彰显区域独特魅力

4 生态靓区

襟怀城墙，楼宇林立，管城回族区古今辉映，活力四射

郑州商城遗址公园已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中原茶文化地标——国香茶城

生态水系建设让管城四季景美清水长流 管城回族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200余处。图为郑州文庙一角

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让人们出行更方便

位于郑州火车站时尚商圈核心地段的大观国贸

中原国际黄金珠宝交易中心入驻商
家上百家，满足人们一站式购物新需求

位于紫荆山商圈的新世界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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