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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文件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保遗工程

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曹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保遗工程专项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 年 2 月 21 日

管政〔201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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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保遗工程
专项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郑州市生态建设动员大会精神，全面推进我

区生态保遗工程进度，进一步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改善生态环

境，依据《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9 年郑州市生态保遗工

程专项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文〔2019〕26 号），结合我区实

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贯彻落实“大生态、大环保、

大格局、大统筹”战略，不断深化提升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科

学性、可行性，确保全区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衔接，

实现生态建设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目标（简称“生态保遗”），

加快创建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创新模式，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

生态、文化支撑。

严格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工

作方针，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突出展示遗址文化内涵为特色，

以实现遗址本体和环境安全为前提，采用生态绿化模式，促进遗

址保护优化、生态环境提升、休闲空间拓展、城市形象凸显，协

调做好文物研究、保护、传承、利用和发展各项工作，坚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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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处开放一处”，服务社会发展。

二、主要目标

2019 年，全区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5 处，其中续建项目 2

处，为站马屯西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于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新

开项目 2 处，为小刘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站马屯遗址生态文化公

园；前期项目 1 处，为李马庄东南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计划完成

生态绿化面积 689 亩（不含李马庄东南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投

资总额 16535 万元，2019 年计划投资 2910 万元。

三、实施要点

（一）任务分工

1．站马屯西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项目位于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站马屯村西南，环翠路以南，

紫荆山南路东西两侧，南水北调干渠以北区域，总面积 165 亩，

计划总投资 2310 万元。公园文化展示以遗址文化内涵为主体，

植被绿化以本土植被为主体。

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区合村并城办公室、管城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

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2．于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项目位于南曹乡于庄村西部，豫一路、十八里河和南水北调

干渠合围区域，占地面积约 135 亩，计划投资 2798 万。主要包

括绿化及配套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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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管城建设综合开发总

公司、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区审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

并城办公室、管城规划分局、南曹乡、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3．小刘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项目位于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小刘村北，东临京广快速路，

南邻中州大道，总面积 69.9 亩，计划总投资 980 万元。公园功

能定位以服务社会为主体，文化展示以遗址文化内涵为主体，植

被绿化以本土植被为主体，配套设施以生态、自然、环保材料为

主体。

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

区审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城办公室、郑州市规划委员

会管城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分局、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4．站马屯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项目位于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站马屯村东南，中州大道与南

四环交汇处西北角，总面积 321 亩。公园建设计划投资 8667 万

元。公园文化展示以遗址文化内涵为主体，植被绿化以本土植被

为主体。

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

区审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城办公室、市规划委员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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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分局、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5．李马庄东南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项目位于南曹乡李马庄村东南部，公园面积约 128 亩，计划

总投资 1792 万元。

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

区审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城办公室、郑州市规划委员

会管城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分局、南曹乡

（二）全区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统一按照“遗址名称+生态文

化公园”规则命名，例如“于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三）全区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按照文保单位级别分为 3 个层

级：国保单位生态文化公园、省保单位生态文化公园和市保单位

生态文化公园。各级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设计、建设不低于以下标

准：国保单位生态文化公园应侧重文化内涵宣示，以现有城市公

园、游园标准建设为市级综合公园。省保单位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应统筹文化宣示与社会服务，参照国保单位遗址生态文化公园标

准建设。市保单位生态遗址公园应兼顾遗址保护与服务社会，以

遗址保护与环境治理积极服务社会。

同时，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设计、建设还应兼顾项目位置，位

于城市建成区的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与群众生活联系密切，应按照

城市中心公园、游园予以高标准规划建设；位于城市发展区的遗

址生态文化公园，应以相对高标准建设；位于郊野的遗址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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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园，应以环境整治、景观绿化和生态保护为重点。

（四）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6〕17 号）、《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创建及运行管理指南（试行）>的通知》（文物保发〔2017〕21

号）相关精神，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应坚持考古工作贯穿始终，

确保文物安全的基本原则。编制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设计方案前，

区文化和旅游局需协调做好文物勘探工作。文物勘探和必要的考

古发掘工作由市文物局统筹指导。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的设计方案

必须以文物勘探报告和考古资料为依据。为进一步弄清遗址分布

范围、布局和文化内涵，更好地体现遗址历史、科学价值，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设计方案中应预留拟考古区域。重点考古发掘区域

应以草坪绿化为主，以利于今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对公园建

成后的考古发掘工作，公园管理方应给予支持协助。

（五）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设计方案应遵循 4 个主体：功能定

位以服务社会为主体，公园文化展示以遗址文化内涵为主体，植

被绿化以本土植被为主体，配套设施以生态、自然、环保材料为

主体，展示本土特色，塑造古朴自然文化风格。遗址生态文化公

园建设可结合遗址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特点，与生态林业、生态

农业、生态湿地等生态项目灵活结合实施。

（六）编制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设计方案，要统筹生态绿化、

文物考古、旅游发展、公园规划相关领域专家参与，确保文物安

全，确保生态绿化和公园设计科学合理；要参照《郑州市遗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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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化公园标识系统导则》，规范设计公园标识导示系统，既要

方便群众，又要体现遗址文化内涵。

五、工作流程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规划建设流程包括：遗址调查勘探（考古

发掘）→编制遗址公园设计方案→审议设计方案并修改上报→市

文物局审核指导（按文物级别征求上级部门意见）→施工建设→

“建成一处，开放一处”→考核评估→市财政补贴。

六、保障措施

（一）组织实施

建立监督、检查机制，鼓励社会监督，对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建设中遗址保护、规划执行、工程质量、整体效果等相关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确保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整体目标顺利实现。

（二）运行模式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确保便民利民、

服务社会的公益属性。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三）投资强度

国保单位、省保单位和市保单位生态文化公园景观绿化投资

强度应分别不低于 400 元/平方米（每亩 27 万元）、300 元/平方

米（每亩 20 万元）和 200 元/平方米（每亩 14 万元）。

（四）后期管护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

的指导意见》（建城〔2012〕166 号）相关精神和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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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需要，相关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完善园林绿化养护管

理技术规范和养护定额标准，养护管理资金投入应占当地上一年

度园林绿化建设总投入的 7—10%，同时不低于当地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定额标准。

七、考核评估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应统筹地理位置、人群密度、遗产保

护和社会发展相关因素，按照本方案建设指导标准高标准建设综

合公园和专题公园，在确保文物本体安全和风貌协调的同时最大

限度发挥服务社会、带动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关内容纳入综合考

核指标。各责任单位遗址生态文化公园项目具体考核标准参考

《郑州市生态建设项目化综合考评办法》《郑州市生态保遗工程

项目评估办法》执行。

八、其他事项

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全区遗址生态文化公园相关业务指导、

咨询。

附件：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保遗工程任务分解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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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保遗工程任务分解详表
金额单位：万元，面积单位：亩

序

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面积 时限 总投资

2019年

投资

奖

补

比

例

总奖补

2019

年

奖补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1 市保
站马屯西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

十八里河街

道办事处站

马屯村西南

165 2019 2310 2310 ——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合村并城办公室

管城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

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续建

2 市保
于庄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

南曹乡于庄

村西北约200

米

135 2018-2020 2798 1000 20% 559.6 200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管

城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区政

府投资评审中心、区审计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城办

公室、管城规划分局、南曹乡、

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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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级别 名称 地址 面积 时限 总投资

2019年

投资

奖

补

比

例

总奖补

2019

年

奖补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备注

3 省保
站马屯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

十八里河街

道办事处站

马屯村南

321 2019-2020 8667 2000 20% 1733.4 400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

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区审计

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

城办公室、市规划委员会管城

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

分局、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新开

4 市保
小刘遗址

生态文化公园

十八里河街

道办事处小

刘村北

69.9 2019-2020 980 500 20% 196 100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

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区审计

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

城办公室、市规划委员会管城

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

分局、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新开

5 市保
李马庄东南

遗址

南曹乡李马

庄村东南
128 2018-2021 1792 100 20% 358.4 20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局、区

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区审计

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合村并

城办公室、市规划委员会管城

回族区分会办公室、管城规划

分局、南曹乡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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