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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惠政办〔2010〕51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辖区道路绿化达标分级长效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单

位，郑州农业高新区，河南惠济经开区：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态和景观环境建设，提高道路绿化规

划建设管理水平，实现辖区道路绿化建设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和长效化，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道路绿

化达标分级长效管理考核办法和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

的通知》（郑政办〔2010〕81 号），结合我区建成区道路绿化实

际，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区开

展做好辖区道路绿化达标分级长效管理工作。现将具体内容通知

如下：

一、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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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见附件 1），将辖区

建成区范围内所有区管、镇办管辖道路分成“绿化示范道路、绿

化精品道路、绿化达标道路、绿化不达标道路、绿化较差道路”

五个档次，按照《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长效管理考核办法》

（见附件 2），全面加强道路绿化管护，切实做到辖区道路绿化

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

二、责任划分

（一）区林业局：负责区管道路的绿化管理工作，并负责督

导、考评镇（街道）管辖道路的绿化管理工作。

（二）各镇（街道）负责各自辖区建成区范围内所有道路的

绿化管理工作，按照《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对本辖区

道路进行分级，并按照标准进行整改。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镇（街道）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认

真安排，相关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按照职责分工，制定

具体的道路绿化管理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确保道路绿化管理

水平。

（二）明确责任。各镇（街道）要根据要求，明确各自辖区

道路绿化建设管理责任人，做好道路绿化达标分级管理和工作进

展情况统计上报。2011 年 1 月 5 日将各自辖区内的道路绿化分

级情况，以及各自辖区内所有道路绿化分级达标工作方案报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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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局。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每周四下午将本辖区道路绿化达标

工作进展情况报区林业局。（联系电话：63639953 邮箱：

hjqylj2009@163.com）

（三）加强督查。由区林业局成立督导组，参照市定标准对

全区道路绿化管理工作进行督查，每周对各镇（街道）道路绿化

达标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比和排名，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下

发到相关镇（街道）进行限期整改，并根据检查整改情况进行季

度排名。

附件：1. 《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

2. 《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长效管理考核办法》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mailto:hjqylj200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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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

一、绿化示范道路

1. 在城市重点地段，较好地融合城市历史、文化、发展内

涵，强调沿线绿化景观；雕塑、建筑、小品等设置与植物、环境

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体现城市风貌和特色；在较长的时期内，

代表着城市道路绿化的最高水平，成为城市历史文化和景观轴。

2. 道路现状红线宽度≥50 米；道路基本模式为三板六带及

以上。

3. 道路绿化规划设计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范》；有规划设计方案，并按图组织实施。体现出：（1）适地适

景、因地制宜原则；（2）群落设计、复层栽植、植物造景为主原

则；（3）市树、市花优先选择原则；（4）节约资源原则。

4. 绿地率≥40%，绿化覆盖率≥45%；分车绿带、路侧绿带

（或绿地）宽度各≥5 米。

5. 分车绿带、路侧绿带（或绿地）以植物造景为主，以种

植乔木为主，乔、灌、草配置合理，比例适宜；品种、层次丰富，

季相变化明显，景观特色突出。（1）乔木覆盖比例≥40%、灌木

覆盖比例≥30%；（2）每百平方米绿地乔木数不少于 3 株，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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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绿地植物种类不少于 30 种；（3）绿地面积在 5000 平方米

以上配置有小品，20 米以上宽的绿带种植片林。

6. 道路分车绿带：绿化服从行车安全要求。对分车绿带宽

度小于 3 米的，采用低矮灌木和地被植物配植；对分车绿带宽度

3-5 米增加灌木和小乔木；道路分车绿带宽度大于 10 米，进行

复层式植物配置。

7. 行道树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件；树种、规格一致，冠大

荫浓、生长健壮，整齐美观；胸径≥15 厘米，枝下高≥3.5 米，

冠幅≥4 米；无缺株、无损坏。行道树树穴大小、式样一致，整

齐划一；树穴无黄土裸露，有树篦或植物覆盖，美观整齐。

8. 道路各类市政设施齐全，完好无损。立交桥（过街天桥

等公用设施）：（1）桥下绿地种植耐阴植物；（2）墙体和桥墩进

行垂直绿化，坡地、台地和挡墙种植灌木、藤本或草坪；（3）附

属大型绿地按《公园设计规范》规划建设。

9. 管理养护精细，达到省、市园林绿化养护标准一级及以

上水平。树木花草生长茂盛，无死株、缺株、残株和干枯枝，无

杂草、斑秃及病虫危害。树木树形优美，草坪平整美观，绿篱及

模纹修剪三面平整，直线笔直，曲线流畅，无缺株断垄现象。卫

生保洁到位，分车绿化带、路侧绿化带及树穴干净整洁，无垃圾、

无杂物、无堆放，无乱摆乱卖；行道树无拴钉刻画、无乱扯乱挂、

无张贴小广告。绿地内雕塑、花架等园林小品及围栏设施每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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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清洁 1-2 次，保持表面无污染和明显灰尘。

二、绿化精品道路

1. 在城市建成区内，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雕塑、建

筑、小品等设置与植物、环境互为衬托，有较高的绿化景观，体

现一定的城市风貌和特色，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反映出城市道路的

绿化水平。

2. 道路现状红线宽度≥40 米；道路基本模式为三板四带及

以上（或一板两带通过整治改造进行升级）。

3. 道路绿化规划设计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范》；有规划设计方案，并按图组织实施。体现出：（1）适地适

景、因地制宜原则；（2）群落设计、复层栽植、植物造景为主原

则；（3）市树、市花优先选择原则。

4. 绿地率≥30%，绿化覆盖率≥35%；分车绿化带、路侧绿

化带宽度各≥3 米。（林阴道路郁闭度≥80%）

5. 分车绿带、路侧绿带（或绿地）以植物造景为主，乔、

灌、草配置合理，比例适宜；品种、层次丰富，季相变化明显，

景观特色突出。（1）乔木覆盖比例≥35%、灌木覆盖比例≥30%；

（2）每百平方米绿地乔木数不少于 3 株，每万平方米绿地植物

种类不少于 20 种；（3）绿地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配置有小品。

6. 道路分车绿带：绿化服从行车安全要求。对分车绿带宽

度小于 3 米的，采用低矮灌木和地被植物配植；对分车绿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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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米增加灌木和小乔木；道路分车绿带宽度大于 10 米，进行

复层式植物配置。

7. 行道树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件；树种、规格一致，冠大

荫浓、生长健壮，整齐美观；胸径≥12 厘米，枝下高≥3.0 米，

冠幅≥3 米；无缺株、无损坏。行道树树穴大小、式样一致，整

齐划一；树穴无黄土裸露，美观整齐。（林阴道路行道树双排种

植或设置行道树绿带）。

8. 道路各类市政设施齐全，完好无损。立交桥（过街天桥

等公用设施）：（1）桥下绿地种植耐阴植物；（2）墙体和桥墩进

行垂直绿化，坡地、台地和挡墙种植灌木、藤本或草坪。

9. 管理养护精细，达到省、市园林绿化养护标准一级水平。

植物管养措施落实。树木花草生长茂盛，管理精细，无死株、缺

株、残株和干枯枝，无杂草、斑秃及病虫危害。树木树形优美，

草坪平整美观，绿篱修剪整齐，无缺株断垄现象。卫生保洁到位，

分车绿化带、路侧绿化及树穴带干净整洁，无垃圾、无杂物、无

堆放；行道树无拴钉刻画、无乱扯乱挂、无张贴小广告。

三、绿化达标道路

1. 在城市规划区内，符合城市道路规划标准和要求。

2. 道路基本模式为一板两带及以上。

3. 道路绿化规划设计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范》；有规划设计方案，并按图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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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地率≥20%，绿化覆盖率≥30%；分车绿化带宽度≥1.5

米。（林阴道路郁闭度≥70%）。

5. 分车绿带、路侧绿带植物配置合理，层次、色彩丰富，

造型优美，富有特色。（1）乔木覆盖比例≥30%、灌木覆盖比例

≥25%；（2）每百平方米绿地乔木数不少于 3 株，每万平方米绿

地植物种类不少于 15 种。

6. 道路分车绿带：绿化服从行车安全要求。对分车绿带宽

度小于 3 米的，采用低矮灌木和地被植物配植；对分车绿带宽度

3－5 米增加灌木和小乔木。

7. 行道树适应城市道路环境条件；树种、规格基本一致，

生长健壮，整齐美观；胸径≥10 厘米，枝下高≥2.5 米，冠幅≥

2 米。基本无缺株、无损坏。行道树树穴大小、式样一致，整齐

划一。（林阴道路行道树单排种植或设置行道树绿带）。

8. 道路各类市政设施较齐全。立交桥（过街天桥等公用设

施）绿化适宜。

9. 管理养护措施落实，达到省、市园林绿化养护标准二级

水平。树木花草生长茂盛，管理较精细，无明显死株、缺株、残

株和干枯枝，无明显杂草、斑秃及病虫危害。卫生保洁到位，分

车绿化带、路侧绿化带干净整洁，无垃圾、无杂物、无堆放；行

道树无拴钉刻画、无乱扯乱挂、无张贴小广告。

四、绿化不达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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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城市规划区内，不符合城市道路规划标准和要求。

2. 道路基本模式为一板两带。

3. 道路绿化规划设计不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范》。

4. 绿地率＜20%，绿化覆盖率＜30%；分车绿化带宽度＜1.5

米。（林阴道路郁闭度＜60%）。

5. 分车绿化带、路侧绿化带植物配置不合理，景观效果较

差。乔木覆盖比例＜30%、灌木覆盖比例＜25%。

6. 道路分车绿带不满足行车安全要求。

7. 行道树选择不合理，树种、规格不一致，栽植不整齐，

树形差，遮阴、景观效果不佳；胸径＜8 厘米，枝下高＜2.5 米，

冠幅＜2 米；缺株明显，损坏严重。行道树树穴大小、式样不一

致。

8. 道路各类市政设施不全或损坏严重。立交桥（过街天桥

等公用设施）绿化不适宜。

9. 管理养护措施落实不到位。管理较粗放，杂草多、病虫

害严重，斑秃、黄土裸露明显，死树、干枝未清理，缺株补栽不

及时，景观效果较差。保洁不到位，绿地存在脏、乱、差现象。

五、绿化较差道路

1. 在城市规划区内，不符合城市道路规划标准和要求。

2. 道路绿化规划设计不符合《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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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3. 绿地率＜15%，绿化覆盖率＜25%；分车绿化带宽度＜1.5

米。（林阴道路郁闭度＜40%）。

4. 分车绿化带、路侧绿化带植物配置不合理，景观效果差。

乔木覆盖比例＜25%、灌木覆盖比例＜20%；存在缺株断带、黄土

裸露现象。

5. 道路分车绿带不能满足行车安全要求，植物配置、路口

设置不当。

6. 行道树选择不当，树种、规格不一致，栽植不整齐，树

形差，遮阴、景观效果差；胸径＜7 厘米，枝下高＜2.5 米，冠

幅＜1.5 米；缺株严重，损坏严重。行道树树穴大小、式样不一

致。

7. 道路各类市政设施不全或损坏严重。立交桥（过街天桥

等公用设施）未进行绿化。

8. 管理养护粗放，杂草多、病虫害严重，斑秃、黄土裸露

明显，死树、干枝多，缺株断带多，绿地脏、乱、差严重，景观

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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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长效管理考核办法

为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建设，巩固发展国家园林城

市成果，提高道路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改善城市形象，提升

城市品位，实现道路绿化建设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和长效化，根

据城市道路绿化紧贴市民生活，生态性、景观性和群众参与性强

的特点，结合城市道路绿化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范围

市区建成区、上街区建成区、县（市）建制镇建成区内的所

有道路。

二、考核内容

对照《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分“绿化示范道路、

绿化精品道路、绿化达标道路、绿化不达标道路、绿化较差道路”

五个档次。并按照《郑州市道路绿化达标分级标准》内容进行考

核。

三、考核办法

（一）分级检查考评，综合评定。道路绿化考核分为市级、

县（市）区二级。市级每月检查考评一次，每季度考核评比一次；

县（市）区级每月检查二次。检查考评采用市查与县（市）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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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查与暗查、随机抽查与定点复查、市民监督评议与媒体监督相

结合的办法。检查考评情况记入工作台账，下发整改通知书，督

促整改。

（二）实行市民监督评议制度。依靠市民，发动群众参与道

路绿化监督管理工作，采取网评、发放问卷等形式，对群众评议

的问题，经核实后，分类扣分。

（三）实行媒体监督制度，在市级媒体上设立曝光台，每月

对核查道路排名。对道路绿化建管不到位，或存在问题不按要求

整改的，予以媒体曝光。

（四）实行道路绿化评差制度。对存在问题较多，不按要求

整改的道路，每季度在市级新闻媒体上公布 10 条最差道路。

四、成绩评定

（一）实行百分制计分方式，满分 100 分，每个子项累计扣

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完为止，各项得分累加即为该次检查得分。

（二）每季度按照县（市）、区明查平均得分占 10%、暗查

平均得分占 20%；市明查得分占 30%、暗查得分占 40%的比例统

计出各县（市）、区、市管道路的考核成绩。

（三）对于市民投诉和媒体曝光的问题，确属管理不到位，

整改不落实，扣除该存在问题项目的全部得分。

（四）对被评为最差的 10 条道路，扣除存在问题项目的全

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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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命名、奖励及处罚

（一）结合考核情况，对达到绿化示范道路、绿化精品道路、

绿化达标道路标准的，由市人民政府授予“郑州市绿化示范道路、

郑州市绿化精品道路、郑州市绿化达标道路”称号，向全市公布。

（二）对绿化不达标、绿化较差的道路，每季度在市级媒体

上公布一次，责令限期整改至达标标准。

（三）连续两次或全年累计列入最差 10 条道路 3 次以上者，

对监管责任单位通报批评，取消年度绿化评先资格，向上级主管

部门写出深刻检查。

（四）按县（市）、区、市管三组，对每季度排名第一的县

（市）、区、市管授予“郑州市道路绿化建管红旗”称号，颁发

流动红旗；

连续二次获得第一名的给予全市通报表彰。

（五）对每季度排名后 3 位的县（市）、区、市管进行通报，

并列入“月季花杯”考评每季度综合排名，取消该县（市）、区、

市管单位年终绿化评先资格；

连续二次排倒数第一名的，向上级主管部门写出深刻检查和

整改方案，进行媒体曝光；

全年排名后 3 位的县（市）区、市管单位，其主要负责人向

市委、市政府写出书面检查。

六、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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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示范道路、绿化精品道路、绿化达标道路”命名后，

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复查一次，由市园林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并

与日常考核相结合。因工作不力，管理不善，道路绿化建设管理

出现滑坡，确实不符合《郑州市城市道路分类标准》中相应级别

道路标准者，由市人民政府公布取消其称号。

本办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负责组织考评、奖惩工作。

主题词：城乡建设 绿化 通知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