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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载体，是最
大的公共产品，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
体”。

“颜值和气质齐升，美丽共内涵一色。”金
秋时节，走访管城，总被正在生发的一系列

“美丽蝶变”所吸引。
“人民城市为人民。”管城回族区以城市

道路综合改造工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
城乡接合部综合改造工程和改进城市精细化
管理“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为抓手，全面改进
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环境，推动城市功能、品
质、形象全面提升。

道路改造，延展出新风景，承载起新幸
福，给人们带来一路好风光。每天傍晚时分，
航东社区的居民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地走出家
门，便直接跨进了“风景”里。建成后的航海
路示范段，路园一体、景观雅致，曾经脏乱差
的街边市场“变身”靓净美的“生活秀带”。

以道路有机更新推动城区有机更新，管
城回族区今年全面启动郑州市“一环十横十
纵”道路综合改造工程，涉及该区总长45公里
的10条道路，按照“两分离、两优先、两贯通、
一增加”的建设理念，带动立面改造、业态提
升、土地开发、管理改进，着力打造能够体现

郑州底蕴、管城特色和现代水平的道路街区。
在管城回族区，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在

陆续上演“变形记”。
顺着紫荆山路往南走，步入陇海马路街

道办事处北三街附近，一下子置身一方舒朗
精美的新天地，仅仅几个月时间，曾经脏乱不
堪、管线密布、狭窄逼仄的小区“摇身一变”成
了“网红打卡地”。

街头精致秀美的游园引人驻足；巷子里，带
状景观带上香樟、朴树、花草、青竹错落有致。
因墙而建的围栏，与内置绿植相应嵌缀，影影绰
绰间，增了几分雅致；相间漏窗里，蔷薇、石榴探
头弄影，添了几分婀娜。沿街“豫忆深刻”文物
墙橱窗内展示的艺术品以及“大河华章”考古文
化墙，让人触摸到中原古老文明的记忆。

陇海马路街道北三街片区内楼院建成于
上世纪80年代，多为国企职工家属院，由于原
产权单位的破产或合并，成为典型的“无单位
打理、无物业管理”的无主管老旧楼院集聚区。

“在党建引领下，自 5月 1日启动改造以
来，北三街片区以‘路院共治、路园一体’为依
托，形成了以街道为主导、辖区公共单位和居
民群众共同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宜居社区
的良好局面。”陇海马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瑞

勇说，通过引进专业物业运营，增强社区服务
功能，积极对接引进星巴克、“风华里”主题商
业街等，带动周边环境及业态的整体提升，让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变“忧居”为“优居”，老旧小区“改”出了
新面貌，“改”出了新幸福。“以前脏乱差得都不
想多出门，现在路平、灯明、景美，里里外外清清
爽爽、干干净净，不少亲戚来都找不到门儿了。”
在北三街188号院住了近20年的张凯亮每天
接孙子放学后，看到孩童们都会在沿街的小游
园里纵情玩耍，欢声笑语在巷子里回荡。

“怎么改，群众说了算。”管城回族区坚持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越来越多的
老旧小区不仅有整洁有序的“面子”，更有了
舒适愉悦的“里子”。

城区有机更新，乡村也在“华彩蝶变”。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村容村貌无

人抓、外来人口乱哗哗、周围环境脏乱差”，位
于南曹街道办事处东南6公里处的张华楼村
曾经一度是这样的景象。通过大力实施道路
硬化、村庄绿化、立面改造、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房前屋后综合整治等，整个村子在一
步步“蝶变”。

高铁绕村而过，新建的游园广场与灰白

色调的村居相映，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的美
丽画卷。好的环境最具吸引力，好的环境也
是生产力。目前该村已引入乐贝乐中央厨房
项目，可向城区供应午餐日均 1.5万份，带动
2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更多的村庄在渐次“蝶变”。刘湾围绕乡
村旅游、民宿、文化创意、美食街区，打造“黄
金 48小时”吃喝游乐购生活消费经济；河西
袁依托地铁经济，发展高效观光农业；大湖围
绕花卉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城乡接合部改
造正为管城回族区镶上一道道“美丽花边”。

一个城市的品质和魅力往往藏在细节之
中。弘扬工匠精神、狠下绣花功夫，管城回族
区坚持建管并重，坚持序化、洁化、绿化、亮化
标准，细心耐心巧心“绣”出城市高品质。垃
圾分拣中心大件垃圾、园林垃圾车间投用，垃
圾分类逐渐成为新时尚；整街坊靓化，清真寺
街、维新街、梨花巷等成了一个个“网红街”；
深入推进“路长制”，创建精品路段，梯次打造
9个改进城市管理示范片区；见缝插绿、拆违
建绿、破硬增绿，小微景观、口袋公园遍地而
起，今年将确保建成开放公（游）园 31个，新
增绿化面积约 350万平方米，让更多绿色装
点美好生活。

金秋时节，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处处升腾
起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滚滚热潮。

这股热潮涌动在企业生产车间的机器轰
鸣里，这股热潮流动在现代商贸服务业应势
勃兴的商圈中，这股热潮更迸发在三大核心
板块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核心板块是城市发展的“四梁八柱”。在郑
州市确定的32个核心板块中，管城占其三，商代
王城遗址、金岱科创城、小李庄新火车站三大核
心板块互为犄角、互联共生，辐射带动全区，助
推老城复兴、古都新生。

“古都新生”，“生”在动力、“生”在活力。
历经岁月变迁，古老的商代城墙正换个

“模样”与人们相遇。重新开放的郑州商代都
城城垣遗址公园经过城垣地面标识展示、冲
沟修补、遗址文化展示、夜景照明等9个方面
提升改造后，营造出疏朗大气、赏心悦目的景
观环境。而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地景式草坡，
串联起城门、城垣、宫殿遗址等历史遗存，使
整个城垣遗址如金丝绒毯上的展品，构筑王
城意象，赓续历史文脉，彰显文化尊严。

这是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建设的一个
缩影，也是“古都新生”的生动写照。

作为市区两级联合建设的七大重点核心
板块之一，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规划实施
范围为顺城街以东、熊儿河以北、城东路以

西、顺河路以南合围区域，面积 3平方公里，
致力于打造成为世界级黄河文明寻根圣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光体验目的地、国家中
心城市会客厅。目前，城垣本体保护及环境
提升工程等16个项目已全面铺开。

为担负起“把郑州历史文化主干立起来”
的使命，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建设坚持高
起点、高标准规划设计，已完成新一轮城市设
计。该核心板块旨在通过凸显郑州历史身份
载体的商代遗址价值，构建街区与文物相连
的文化高地，打造游购娱三位一体的活力街
区，促进中心城区的空间再生与文化复兴。

围绕城垣遗址景观带、文化考古遗址公
园和夕阳楼书院街片区、两院片区、庙市一体
区、宫殿遗址区以及代书胡同、平等街、衙署、
清真寺街、硝滩、阜民里片区等“一带、一园、
四大核心片区、六大协同片区”，商代王城遗
址核心板块突出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承
文，构建“文化+、旅游+、商业+、城市+”的产
业业态和文化形态，与古为新、串珠成链，打
造最具烟火味、市井味、人情味的“三味城
区”，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发展新兴业态，做优
做强城区经济发展主平台。

擦亮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色，管城回族
区正不断为郑州这座城市注入新活力。

中心城区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在提速

建设的同时，位于管城回族区东南部金岱产
业集聚区内的金岱科创城也应运而生，开启
了园区二次创业、迭代升级的新征程。仅仅
3个多月的时间，一座现代时尚的规划展示
中心已基本建成、投用在即。

金岱科创城是郑州中心城区和新城区的
重要连接地带，处在郑州市“中优”“南动”“外
联”布局的重要节点，核心板块面积2.42平方
公里。坚持错位竞争、差异互补，金岱科创城
围绕研发型总部经济，以“智能建筑科技”和

“数字科技”产业为主导，整合资源、发挥优势，
倾力打造产业融合转型示范区、科技创新总部
基地、制造业创新策源地、高品质建设标杆区。

产业是立城之本、发展之基。金岱科创城
已谋划总投资50亿元的数字科技产业园和总
投资90亿元的智能建筑科技产业园作为首开
项目，现集聚了航天金穗、郑州腾飞等一批科
技型重点企业。聚焦产业链顶端，正在跟进对
接头部企业45家，重点洽谈中航建工、中建七
局投资公司、中铁建中原区域总部等15家“中
字头”企业，着力营造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南距金岱科创城核心板块几公里外，十
七里河滨河公园一派旖旎风光，小李庄火车
站核心板块也在提速建设。

结合郑州“南动”城市功能布局，小李庄
火车站核心板块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国内一流、高点定位”，着力建设成为各种交
通方式高效衔接、地下地上空间有效利用、绿
色生态效应充分彰显的站城一体化现代综合
客运枢纽典范，在主城区与航空港区之间形
成带动南部新区、辐射东部新区、影响整个都
市区的现代枢纽型中央商务区。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在核心板块
建设的谋势蓄势积势下，管城回族区加速新
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
新步伐。去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54.8 亿
元、同比增长6.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29.9
亿元、同比增长10.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完成521亿元、同比增长10.1%；地方财政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9.6 亿元、同比增长
3.1%，经济总量和质量进一步做大和优化。
今年上半年，管城回族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于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
开新局，246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98.2 亿
元，占年度计划53.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29.9 亿元、税收完成 25.4 亿元，增速均列
市内六区第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255.9亿元，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全区高质量
发展稳住了根基，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

核心板块，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
同,却瓣瓣同心，擎起管城回族区高质量发展
新的增长极。

聚焦核心板块建设—— 构筑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一座城市昂扬前行，离不开强大的精神
支撑；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离不开丰润的文明
滋养。

大爱管城，文明之区。身残志坚、自强不
息的“中国好人”梅丽热心公益事业，带领帮助
残障人士一起创业、共同致富；用大爱传递“生
命火种”，党员教师路同胜不久前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为广东患者带去生命希望；疫情防控中，
万名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汇聚起抗击疫
情的磅礴力量……

城市因文明而美丽，文明让城市更美好。
管城回族区坚持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靠
民，扎实开展文明创建、全面提速古都新生。

文明的养成是在人的灵魂里搞建设。管
城回族区注重抓思想引领，把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文
明创建首要任务，全区各级中心组开展集中
学习500余次，扎实开展“党的理论万场宣讲
进基层”“万名党员进党校”宣讲培训，2万余
人次接受教育洗礼。

没有文明的市民,就不会有文明的城市。
管城回族区大力倡树标杆，发挥榜样示范带动
作用，累计选树道德典型85人，组织先进事迹
宣讲1200余场次，受教人数超10万人次，推动
讲文明、讲道德、守法纪成为人人赞扬、人人效
仿的社会风尚。扎实开展《文明促进条例》进
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工地、
进景区等“七进”活动，注重抓小抓微，以小切
口追求大成效，文明用餐、礼让斑马线等文明
常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行为自觉。

“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管
城回族区把“三项工程、一项管理”作为文明创
建的最强支撑和最大底气，推动城市环境与文
明创建同步提升。“改造得这么好，我们咋忍心
随地扔垃圾。”家住紫荆小区的居民黄青乐坦
言，“生活跟着环境美起来，大家的素质也跟着
往上‘蹿’了一大截。”

以文化城，涵养文明新风。管城回族区
注重建强文化阵地，提升改造航海东路等综
合文化站11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76家，高
标准打造“书香文化”“红色文化”“国学讲堂”
特色文化站，稳步推进城市书房建设，氤氲文
化气息；依托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全力打
造文化地标，涵养厚重文化底蕴。

全民共建，文明永葆。管城回族区以文

明创建“细胞”工程为抓手，一体推进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

“五大创建”，创成全国文明单位3家，省市级
文明单位 80余家，区级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260余家。推行“社区党建＋志愿服务”模式，
充分发挥党建聚合力聚民心的引领作用，占
常住人口近20%的志愿者活跃在城区各个角
落，开展清洁楼院卫生、文明交通、扶弱帮困
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擦亮郑州“绿城使者”
特色品牌，汇聚了全民共建合力。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管城与文明相约，
收获的是奋勇前行的力量。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代不负奋斗者。行
走在时间里，老城在重塑，古都在新生，人们
也在遇见更好更美的管城。

□本报记者 王延辉
本报通讯员 李晓光 娄璞

九曲黄河环城而

过奔腾东流，商代城墙

遗址巍然伫立城中。

大河与城垣，一动一

静，如同岁月的剪影，

映照出古都郑州的沧

桑巨变。

金秋的清晨，一轮

绚丽的朝阳刚刚跃上

地平线，晨练的老人便

跟久远的城墙打起了

招呼。与远处的繁华

景象交相辉映，提升改

造后的郑州商代都城

城垣遗址公园，清幽静

美、生机勃发，已成为

居民群众休闲怀古的

精神家园。

商都管城，焕新出

彩。作为中国都城建

制创始之地和名符其

实的郑州“第一区”，郑

州 市 管 城 回 族 区 从

3600多年的历史深处

走来，尽展时代芳华。

“奋进新时代，彰

显新风采。”管城回族

区委书记虎强表示，深

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管城回族区紧盯

“古都新生”总体目标，

立足郑州市“中优”“南

动”发展定位，聚焦三

大核心板块建设，提速

老城有机更新，锻长

板、补短板、强弱项、增

内涵、惠民生，奋力谱

写管城新时代赶超跨

越新篇章，为把郑州建

设成为“发展高质量、

城市高品质、市民高素

质”“富而强、大而美”

的国家中心城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提速老城有机更新—— 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城区

文明创建靠民为民—— 用文明塑造城市最美底色

陇海马路街道北三街片区改出新面貌、新幸福
古老的商代城墙与远处日新月异的繁华景象交相辉映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做好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做好““中优中优”“”“南动南动””文章文章，，提速提速““古都新生古都新生””进程进程

商都管城绽新彩商都管城绽新彩

高品质推进城镇建设，管城尽显古风新韵

道路综合改造延伸一路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