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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嘉年华 中国（郑州）黄河合唱周开幕音乐会 太极拳签约仪式

惠济区

厚植生态底色 奏响黄河强音
□本报记者 徐建勋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
本报通讯员 张超 葛宁 李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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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通的沿黄快速通道

不仅路面开阔，绿化景观更是

别有一番韵味。道路还连通

了郑州沿黄区域不同景点，在

驾车欣赏沿途美景的同时，还

能饱览黄河文化，感觉真的很

棒！”家住郑州市区的王先生

告诉记者。今年五一长假，刚

刚秀出靓丽身姿的省道S312

郑州境改建工程给郑州市民

留下深刻印象。这条被称为

“沿黄最美道路”的景观大道，

正成为郑州市民五一长假期

间打卡壮美黄河的旅游新通

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

惠济区抢抓历史机遇，积极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建设任

务，高标准谋划“一带、两区、两

路、三馆、四园”等重大项目，一

大批惠及民生的亮点工程相继

建成投用，“项目为引领”的发

展思路助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

发展。据统计，2021年第一季

度惠济全区生产总值完成

67.2亿元，同比增长 18.5%，

高于全市、全省、全国平均水

平，两年平均增长2.5%，实现

了“开门红”。

项目领航 见证黄河战略实施的“惠济速度”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归
根结底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以黄河国家
战略实施为契机，惠济区将郑州黄河滩地公园
作为落实起步区建设要求和“北静”城市功能
定位的重要项目推进实施。现如今，观河景
点如诗如画，生态廊道生机盎然……总面积
44平方公里，拥有九纵三横 22条 60多公里
彩色慢行步道及南裹头等三处地标型观景
点和黄河湿地片区的郑州黄河滩地公园已
经初具规模，并成为展示黄河自然景观、生态
保护水平、文化特色和高质量发展成就的重
要载体和窗口。五一长假期间，惠济区旅游
市场接待游客总人数32.14万人次，仅郑州黄
河滩地公园接待游客量就达到 21.1 万人次，
占惠济区接待游客总人数的 66%，这里已成
为市民了解黄河、亲近黄河、感受黄河的度假
首选地。

与广阔雄浑的郑州黄河滩地公园风格不
同，建在村民家门口儿的沿黄生态廊道又有着
另外一番景象。“家门口儿的环境好了，群众的

生活习惯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在家打牌的少
了，增加的是游园广场上跳舞锻炼的身影；乱
扔垃圾的少了，换来的是村民群众自觉维护环
境的心声。”说起家门口的变化，惠济区花园口
镇八堡村党委委员田村深有感触。沿黄生态
廊道是郑州市践行黄河国家战略的重要工程
之一，是实现山水观光、城河融合、湿地修复的
代表性项目。位于惠济区花园口镇八堡村的
沿黄生态廊道示范区示范段景观建设项目，西
起六堡村，东到凌庄，全长 1.2 公里，面积约
26.6公顷。该项目通过“堆丘、理水、植林、通
廊、融文”的造景手法，以“色叶片林、疏林草
地、通幽花径”为特色，为沿黄村庄群众打造了

“建在家门口儿”的生态花园。环境的变化也
不同程度地改变着村民群众卫生和健康意识，
健康整洁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形成。

作为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省道 S312 是惠济区“两路”重点项目之
一，更是体现郑州“北静”发展定位，打造沿
黄区域慢生活、微度假理想目的地的重要项
目。该项目于 2020年 4月开工，2021年 5月

1日正式通车，沿线设置车辆停靠港湾、驿站
和综合服务区，道路两侧高品质规划设计了
各 57米的生态廊道，选用特色花木、疏林草
地，营建多个特色主题花园，突出“自然风光+
黄河文化+慢生活”的休闲体验功能，是一条
集生态、文化、旅游、休闲、观光、防洪等功能
于一体的沿黄最美道路。伴随着 S312道路
工程通车的号角，全区新一季度重点项目也
如破竹之势开工起建。5 月 11 日，惠济区
2021 年第二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
行。区委书记马军视频连线郑州市第二季度
重点项目开工主会场，汇报本次开工项目建
设有关情况，并宣布惠济区第二季度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本次集中开工的大运河通济渠
（郑州段）遗址生态公园等 11个重点项目，总
投资14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0亿元。其中，
10亿元以上项目 2个；核心板块项目 4个，总
投资 78亿元。涵盖了民生社会事业、群众安
置、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提升等五
大领域。这些项目的建成，将为辖区居民带
来更多的身边美景和生活便利。

变化不仅体现在黄河沿岸，也在惠济的
城市街巷中“孕育萌发”。郑州市“改进城市
管理、改善人居环境”工作启动以来，惠济区
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城市容貌和城
郊形象有了大变样，各类乱象、顽疾初步得到
治理，城市街道不断美化、靓化，随着改进城
市管理与改善人居环境不断推进，辖区群众
满意度不断提升。

初夏，郑州市惠济区古树苑公园绿草茵
茵、古木苍翠，一场摄影发烧友们的视觉盛宴
正如期上演。“这里的戴胜鸟每年都在古树苑
这个地方孵化，每次孵化大概 10天左右，像
这样定期在此孵化幼鸟的地方还不多，我们
每年都来拍摄。”来自武汉的摄影爱好者告诉
记者。随着古树苑提升改造项目的投入使
用，不仅为周边群众提供了赏心悦目的休闲
场所，也为小动物们提供了庇护的栖息地。
从 2020年开始，惠济区根据郑州市政府创建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总体要求，将古树苑公
园提升改造项目列入民生工程，对古树苑公
园部分地段和功能进行绿化提升，通过营造
自然起伏的地形使用空间、进行错落有致的
植物搭配，再现自然人文的生态气息。走进
改造后的惠济区古树苑东区，城市道路和园
区已融为一体，园内近 300米的廊道让人眼
前一亮，实现了人在路间走如在画中游的效
果，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协奏曲正在惠济不
断传唱。

让市民畅通出行、惬意出行，享受现代化

城市带来的舒心与便利，也是惠济区决策者们
思考的命题。近段时间，不少途经惠济区开元
路的行人都会发现，部分路段两侧立起了施工
围栏，这是正在施工的开元路升级改造工程，
作为郑州北区一条通车十余年的东西主干道
路，开元路提升改造工程备受关注。“确实该提
升了，自2003年开元路通车至今，一直没有进
行过大的维修，加上受地铁施工等诸多因素影
响，一些路段坑洼破损明显。”家住毛庄社区的
毛先生说。据惠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开元路建于2003年，是惠济区
最早建成投用的市政道路之一，由于基础设施
老化，改造大修早有呼声。随着地铁2号线建
成通车，开元路沿线的地铁站点投入使用，开
元路提升整治工作也正式开启。开元路提升
改造工程是郑州市“一环十横十纵”工程的项
目之一，该工程西起江山路，东至花园路，全长
约 8.3公里，设计红线宽度 50米，项目分为三
个标段同时施工，包含道路交通工程、排水工
程、景观绿化、建筑改造、水利工程等，开元路
东段还将与金洼干沟一体打造，实行河道改
造，水质提升，绿化美化，修建滨水栈道、亲水
平台、阳光草坪，在金洼干沟区域建成一座滨
水公园。目前，开元路江山路至金河路段已经
基本施工完毕。预计工程全部完工以后，开元
路的道路交通状况、道路沿线绿化景观、市政
道路的配套设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迎接市民
的将是一条宽敞明亮、景观秀丽、通行顺畅的
美丽道路。

据惠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郑州市
“一环十横十纵”道路整治提质工程，该区立
足辖区道路交通条件，综合提升京广路、迎宾
路、开元路、江山路、北三环、花园路、三全路
和中州大道等 8条道路，共计 47.1 千米。按
照“两优先、两分离、两贯通、一增加”原则，通
过优化交通路口、增设非机动车道、连通沿线
出入口等措施，惠济区的城市面貌和通行效
率也将大大提升。

奏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提高文化素养也
是提升人们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惠济区根植
黄河沃土，流淌过千年灿烂岁月，波澜壮阔的黄
河文化在这里彰显得尤为瞩目。

“这几天每天晚上我都带着孩子过来玩，这
里人多热闹，有各种非遗艺术品现场制作，有美
食集市，还有精彩节目上演，小朋友非常喜欢。”
提起来 4月 24日至 26日在月湖公园举行的音
乐嘉年华，家住附近的李女士赞不绝口。这场
人气爆棚的音乐联欢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也为中国（郑州）黄河合唱周添上了贴
近群众生活的欢快音符。作为郑州黄河文化月
的重要环节，中国（郑州）黄河合唱周活动在惠
济区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0位业界大
咖、19支优秀展演团队、71支参赛团队，以及来
自沿黄九省（区）的 5000余名合唱爱好者，合声
铿锵有力，用 16场精彩纷呈的高水平合唱赛事
共同唱响新时代黄河文化的壮丽乐章。

活动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高水平合唱比
赛、开幕式音乐会、颁奖典礼、艺术展演、合唱大
师班、户外公益演出等，让九州同频合力弘扬黄
河文化。月湖公园举办的音乐嘉年华，合唱演
出十分精彩，室外活动热闹非凡；金承志与上海
彩虹室内合唱团引来不少音乐发烧友前来观
看；71支参赛合唱队伍分别带来了黄河题材、具
有中国各个民族浓郁风格、歌颂社会主义和伟
大祖国的合唱作品。活动受到中央省市等各界
媒体的高度关注，累计刊发活动新闻 2250条。

“黄河郑响亮”“豫见惠济 唱响黄河”等热门话
题在百度、今日头条、新浪微博、抖音等新媒体
平台阅读人数超 1817.3 万次，全平台累计曝光
超3600万人次。月湖公园等音乐嘉年华活动3
场在线直播，观看人数超16.7万人次。

黄河之声在这里奏响，黄河文化将继续传
承，惠济区将以中国（郑州）黄河合唱周的成功
举办为契机，把握时代脉搏、紧握历史画卷、弘
扬黄河文化，为开创沿黄九省（区）区域联动、合
作交流、品牌共塑的黄河流域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做出贡献，把黄河文化品牌打造好推
广好，为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惠济区是郑州市的“天然氧吧”，有郑州“后
花园”之美誉，绵延数十公里的沿黄生态带，随
处可见风景优美的游园公园，为体育锻炼者提
供了绝佳的生态环境。5月 12日，惠济区体育
文化生活又添一件大事，与省太极拳协会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暨区太极拳技术骨干培训班开班
仪式在大河广场举行。太极拳作为黄河文化的
重要元素，于2020年 12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打造生
态城、科技城、文化旅游城、健康城，建设幸福宜
居的美好生活家园，推广全民健身理念，是惠济
区践行黄河国家战略，落实市委“北静”发展定
位的重要体现。此次参加培训的 100余名学员
主要来自社区、企业、学校、机关等，通过培育太
极拳教员和志愿者队伍，吸收社会大众广泛参
与，提升全民健康理念，下一步，惠济区将大力
推动太极拳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迅
速在全区兴起弘扬太极文化的热潮，积极挖掘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新举措。

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的百年华诞
即将到来的历史节点,弘扬黄河文化，大力践行
黄河国家战略，是惠济区始终坚持的中心工作
和重点工作，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
大工程。在刚刚召开的惠济区领导干部会议
上，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
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河南
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
神，惠济区委书记马军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惠济
在落实黄河国家战略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站
位国之大者看郑州、看惠济，变任务为行动，变
压力为动力，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改善人居 体味城市管理中的“人民情怀”

文化传承

古树苑
八堡村生态廊道示范段

南裹头观景点南裹头观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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