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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百年初心 提速“古都新生”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奋力谱写“人文管城、魅力商都”时代华章

擦亮文化底色—— 人文管城彰显古韵新风

时光的表盘之上，总有一些耀眼

的时刻，标注历史的进程。

1921—2021，中国共产党走过

百年历程。百年来，正是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担使命于肩、循初心而行，在这

百年奋斗的恢宏史诗中，位居中原腹

地的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又书写下了

怎样的篇章？

以百年为计，从“巴掌大”的郑县

县府所在地，到河南省会迁至郑州后

设立的“第一区”，再到建成区面积

73.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 82万人

的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中心城区……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接续奋斗中创造。

以五年为计，自管城回族区十一

次党代会以来，全区生产总值从 400

亿元增长到 680亿元，地方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从 22.9 亿元增长到 53.9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均实现翻番……坚持党建引

领，形成干事创业的“最大公约数”、

画好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郑州

圆方集团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盛赞

劳动精神，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凝聚了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正能量，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

性跨越。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初

心。2021 年夏末秋初，郑州过得有

点难，前有特大暴雨来袭，后有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但，困难来了，不怕、

不畏，不言弃，更不放弃，一条心，一

起扛、一起拼。

在这共克时艰的日子里，管城回

族区党员干部昼夜奋战，白衣天使逆

行出征，社区志愿者日夜值守，邻里

乡亲守望相助……一个个人筑起一

道道防线，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

灾后重建、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汇聚起打赢抗灾抗疫两场硬仗的磅

礴之力。

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向前。全国

优秀县委书记、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委

书记虎强言语中透着坚定，“经过五

年多的奋力拼搏，管城回族区发展基

础更加坚实、发展优势更加突出、发

展思路更加清晰、发展氛围更加浓

厚、发展势头更加强劲，进入了争先

晋位关键期、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期、

蓄势跃升突破期、治理能力拓展提升

期，到了可以大有作为，为全省大局、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管城回族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发展融入大局

大势中精准定位、系统谋划，锚定“古

都新生”、提速“老城复兴”，切实把郑

州历史文化主干立起来、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高起来、把群众美好生活展现

出来，助力郑州“当好国家队、提升国

际化、出重彩成高峰”，不断续写“人

文管城、魅力商都”更加出彩的时代

华章。

历经风雨，商城古城墙岿然不动，
见证岁月变迁和沧桑巨变。

初秋，人们走出家门，拥抱城墙、放
飞心情。如今的商都管城已换了个“模
样”与人们相遇。

白天，远远望去，在蓝天草地的
映衬下，整个城垣遗址如“绿丝绒毯”
上的展品，恢宏大气；入夜，登高俯
瞰，在璀璨灯光的辉映下，整个城垣
在古老的厚重和现代的时尚交织里，
魅力四射。

“与古为新，一园纵览三千年。”历
经八个多月的改造提升之后，依托全国
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商代王城遗址
而建的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今年6月 26日全新亮相，人们又多了一
个游览休闲、领略商文化的“打卡地”。

“郑始于管”。这里是中国都城建
制的创始之地，绵延七公里的古城墙悄
然撑起华夏文明的一角，跨越时空的商
代王城于无声处诉说历史的悠长。

历史是城市的记忆，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郑州商城为中国商王朝的第一
个都城——亳都，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
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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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城垣本体被连片低矮脏乱的
棚户区所掩盖，为还历史以文化尊严、
还人民群众以生活尊严，五年多来，管
城回族区党员领导干部团结带领广大
人民群众攻坚克难，一体化推进文化保
护、民生改善、经济发展，开创了郑州历
史上中心城区连片棚户区拆除最大体
量，4.5公里城墙全线贯通，实现了商代
王城遗址核心板块规划编制、招大引
强、开工建设的接续破局，构建起“文旅
融合、全域旅游”新格局，王城意象进一
步凸显。

激活沉睡的“文化库存”，管城回族
区从 3600 多年的历史深处走来，携古
韵新风之姿，展“古都新生”之魅。

商代王城遗址是郑汴洛“三座城三
百里三千年”文化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顺城街以东、熊儿河以北、城东路
以西、顺河路以南合围而成，通过大力实
施十大公建项目、六大文化片区、六大协
同风貌区、四大安置区建设工程，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与古为新、串珠成链，打造
世界级黄河文明寻根胜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观光体验目的地和国家中心城市
会客厅，真正把郑州的历史文化主干立
起来。

置身古今交融、具有中原民国风情
的平等街、北顺城街等街区，仿佛在穿
越历史。“老街换了新颜，一下子成了

‘网红打卡地’。”52岁的环卫工王西宇
见证着北顺城街一带的点滴变化。

街道空间是城市生活和城市记忆
的主要载体。在管城回族区，越来越多
植根深厚历史的街巷重新焕发出新时
代的魅力与风采——道路变身景观街
道，街道聚合成生活与休闲体验相融合
的创意文化街区。

紧盯“古都新生”目标，坚持“街区景
区化、全域旅游化”理念，管城回族区在
商代王城遗址 2.99 平方公里规划范围
内，高品质打造顺城街和代书胡同片区、
管城街和衙署片区、平等街和平等街片
区、北大街和清真寺片区、塔湾街和硝滩
片区、城南路和阜民里片区等六大风貌
协同区，一片区一特色，串珠成链、片区
联动、轴带贯通，补齐功能短板，畅通两
个循环，营造消费场景，做优发展平台，
塑造最具文化味、市井味、人情味的“三
味城区”，实现现代城市建筑与历史遗存
风貌的和谐统一、现代消费场景与历史
文化资源的有机融合，不断强化郑州作
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人文凝聚功能。

了解中原文化、郑州魅力，从触摸
管城开始。目前，郑州商都遗址博物
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郑州商
城宫殿区遗址公园等一个个文化新地
标“芳容”已现，擦亮高质量发展的文化
底色，不断为郑州这座城市注入新活
力、增添新光彩。

“13710”，这串数字里藏着管城
回族区的“助企密码”。为深入开展

“万人助万企”活动，8月 25日，“管城
企联帮”13710企业直办平台启用和
系列助企政策措施发布，以硬举措助
力企业跑出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加速
度”。

“ 一串数字，串起了时间红线，
也应串起效率意识和落实质量、串起
助企惠企、践诺到底的责任。”管城回
族区区长张艳敏说。

产业是立城之本、发展之基。五
年来，管城回族区坚持“服务企业就
是服务大局”的理念，将产业转型升
级作为赶超跨越的最强引擎，聚焦产
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动
经济发展量质齐升，三次产业结构从
2015年的 0.2∶26.2∶73.6优化调整为
2020 年的 0.1∶25.5∶74.4，积蓄了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经年培育壮大，这样一幅产业图
景在管城回族区已然形成——这里
拥有亚洲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银基
商贸城”、中西部最大的食品百货批
发市场“百荣世贸商城”、亚洲最大的
客车生产基地“宇通客车”和中部六
省最大的黄金珠宝交易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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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商务
楼宇达66座，11.7万家市场主体带动
经济能级逐步攀升。

科学谋划布局，这样一幅发展图

景在管城回族区顺势铺展——商代
王城遗址、金岱科创城、小李庄火车
站三大核心板块错位发展，辐射带动
全区不断集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商代王城遗址核心板块为市区
两级联合建设，旨在做优做强城区经
济发展主平台，推动文化资源由“软
实力”向“硬产业”转变、人文历史优
势向文旅融合优势转化。

位于管城回族区东南部的金岱
科创城犹如种下的一颗“科创种子”，
正在生根发芽、拔节成长。

金岱科创城核心区面积 2.42 平
方公里，以建设“产业融合转型示范
区、制造业创新策源地、高品质建设
标杆区”为目标，围绕研发型总部经
济，以“智能建筑科技”和“数字经济”

产业为主导，营造全产业链生态体
系，打造千亿级智能建筑科技产业总
部基地。目前，郑州腾飞集团、中建
七局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中铁五公
司、中铁电气化公司、中设设计集团
中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冶路桥、
河南中创算力、智恒机器人等一批气
质相投的企业把金岱科创城作为新
的落脚地。

南距金岱科创城核心板块几公
里外的小李庄火车站核心板块也步
入建设提速期。

今年 4月底，郑州枢纽陇海外绕
线及小李庄客站建设工程可研成果
及线站方案顺利通过审查，郑州将新
建第四座大型铁路客运站。

结合郑州“南动”城市功能布

局，规划面积 3.3 平方公里的小李庄
火车站核心板块以“零距离换乘”和

“站城融合”为目标，打造站城一体
化的现代综合客运枢纽典范，带动
枢纽流量汇聚向产业通道延展，形
成商业消费、总部经济、数字科技和
文化创意等高端产业集聚发展之
势，打造激活城市脉动的枢纽活力
引擎。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开辟
发展新境界。管城回族区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过去五年，
累计谋划实施重大项目 974 个、完
成投资 2744 亿元；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万科印力等国内外 500 强、行业
领军企业顺利入驻，撑起高质量发
展的“脊梁”。

厚植发展优势—— 凝心聚力开辟发展新局

心怀“国之大者”—— 人民生活绽放时代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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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初心。
从 1921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先驱李大钊在工人夜校讲学传播马
克思主义、撒播革命火种，到郑州第
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这片区域成
立，再到如今发展壮大至 995个党组
织、2.2 万余名党员，百年历程中，越
来越多的管城回族区人凝聚在信仰
的旗帜之下，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
心使命，为人民谋福祉。

什么是幸福？老百姓的笑容最能
代表。在管城回族区，从“民生之盼”
到“民生之变”，一个个美丽蝶变，一张
张群众笑脸，绘就出幸福的最美画卷。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
为人民”。管城回族区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让人
民生活幸福这个“国之大者”，广大党
员领导干部躬身入局、担当实干，用
脚步丈量现场、用眼睛去探察问题、
用耳朵去聆听民声、用心去感悟思
考，在一线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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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实事好事办到群众“心坎”里。

傍晚，家住城东路街道的市民不
用再到两公里远的紫荆山公园遛弯
了，抬抬脚，没多远就是新建的商颂
广场。

曾经是郑州出了名的“上下两张
网，通行一锅粥”的城东路、航海路等
经过综合改造提升，路院合一、路园
一体，景观雅致，曾经脏乱差的街道

“变身”靓净美的“生活秀带”，人们走
出家门，直接跨进了“风景”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怎么改？

群众说了算”。坚持党建引领、示范带
动、分类施策，按照“路院共治、路院合
一、路园一体”的理念，推行“七步联动
工作法”，管城回族区稳步推进533个
老旧小区、9个连片棚户区的综合改
造，涌现出了一批如东明路 32号院、
紫荆小区、北三街片区、平等街片区等
群众交口称赞的精品工程，越来越多
的老旧小区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实现从

“忧居”到“优居”的转变。
“赶上了好时候，住在了风景中，

出门一脚跨入游园。”家住砖牌坊街
35号院的郝淑梅一个劲地说“好”。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五年来，管城回族区累计
投入资金49.7亿元，实施生态绿化项
目 120个，新建公（游）园 92个、微景
观100余处，新增绿地809万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1%，人们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推窗见绿、出门进
园”的诗意生活。

弘扬“工匠精神”、狠下“绣花功
夫”，管城回族区扎实推进城市精细
化管理，用细心耐心巧心“绣”出城市
高品质。五年来，管城回族区累计完

成支路背街改造 128条，新建续建道
路 70条，打通断头路 23条，打造 230
条优秀道路、25条卓越道路；新增停
车泊位6.9万余个，建成2条智慧停车
示范街，生活垃圾分类实现中心区域
全覆盖。

为民，是最动人的旋律。五年
来，管城回族区民生领域支出占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的 比 重 持 续 超 过
70%。瞄准“一老一小”问题，建成区
级中心敬老院和社区养老日间照料
中心 60个，新（改）建中小学、幼儿园
42所，新建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27家，16个城市书屋全面落成，
启动实施中小学午餐配餐和课后托
管、诊间结算、“就医一卡通”等系列
便民服务改革措施；分配保障性住房
6584套，11个安置房项目完成回迁，
近 4.4 万群众住进了现代化生活小
区……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如今，管城
回族区广大党员干部像钉子一样钉在
岗位上，奋战在急难险重一线，把担当
刻进每一项工作，慎终如始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始终
保持思想“在奋进状态”、能力“在攻坚

状态”、作风“在严实状态”，推动城区
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
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管城回族区干
好干实一件件让群众“咧嘴笑”的事，
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波澜壮岁欣回首，初心如磐向未
来。从历史深处凝望，商都管城正展
现出从未有过的绚丽景象。

初心不改，意气风发；时序更替，
华章日新。请君且看新管城！

商颂广场成为市民乐园

襟怀商代古城墙襟怀商代古城墙，，管城彰显古韵新风管城彰显古韵新风

文化街区北顺城街

北三街片区老旧
小区“改”出新幸福

全新打造的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防汛救灾转运受困群众 疫情防控筑牢严密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