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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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管城回族区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南曹乡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区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2019 年管城回族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2019 年 6 月 17 日

管政〔2019〕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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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管城回族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

发 2019 年度郑州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郑

百城提质〔2019〕1 号）要求，深入推进管城回族区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各项工作，现就 2019 年度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及省、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决策部署，以助推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为引领，全面落实“一四四”发展体系，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品质提升为重点，突

出抓好规划、建设、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和

文明城市创建，着力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加快城市转型升级，加快推动城乡融合，显著

改善城市面貌，塑造城市特色，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

（一）做好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

（二）全年完成京广铁路等 4 条铁路沿线 103 万平方米绿化

任务，绕城高速等道路沿线 90 万平方米绿化任务，新（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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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马屯遗址等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5 个，新建十七里河等综合性公

园 3 个，新建微公园游园 40 个，启动 2 个郊野公园建设。

（三）全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366 个，新建小区物业服务率

达到 100%。

（四）全年完成 41 万平方米既有住宅建筑节能改造和 8 万

平方米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达到节能效果不低于 30%，积极推进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安装工作。

（五）绿化、生态水系建设及“四治”工作，牵头单位制定

工作方案具体实施。

三、重点任务

（一）做好规划体系建设

以全面改善提升老城区人居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开展“百城

建设提质”为抓手，配合做好商都历史文化区城市设计和控规编

制工作；配合做好郑州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加快旧城区内

符合改造条件项目的规划编制和报批工作；推动十八里河街道办

事处、南曹乡范围内项目的控规编制和报批工作；配合做好郑州

新火车站的规划方案，全力做好郑州新火车站周边区域城市设计

编制工作。

牵头单位：区规委办

责任单位：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相关乡、

街道办事处

（二）做好以绿荫城，创建生态园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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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生态、大环保、大格局、大统筹”总要求，坚持“生

态靓区”战略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建设森林、湿地、流域、农

田、城市五大生态系统，全面落实《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2019 年管城回族区生态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管政

〔2019〕11 号）等工作要求。全年完成营造林绿化 4640 亩，完

成廊道造林绿化 2540 亩。重点做好京广铁路、陇海铁路等 4 条

铁路沿线和十七里河综合公园（南曹小湖段）绿化任务。

牵头单位：区生态办、区城市管理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

自然资源局、区合城办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三）做好以文化城，彰显城市文化特质

1．立足“传承华夏文脉、铸造城市之魂”的定位，围绕“两

年出形象，三年成规模”的目标，克难攻坚、不辱使命，全力打

造国家中心城市文化名片和中原地区城市会客厅。12 月底前郑

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和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垣本体保护工程（一标

段），城垣周边环境提升工程（一标段），塔湾路、书院街地下管

廊工程（塔湾路部分路段）等项目竣工，宫殿区遗址博物馆、城

隍庙恢复历史格局（岳公庙项目）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30%、50%

以上，文庙东扩、夕阳楼遗址公园等公建项目及夕阳楼、书院街

南、亳都古巷等商业文化片区年内开工建设。

牵头单位：商都历史文化区领导小组办公室

责任单位：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区文化和旅游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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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局

2．按照中央、省、市文明委的“明确工作目标，树立问题

导向，补齐创建短板，完善运行机制，提高整体水平”的要求，

以中央文明办、省文明办通报文明城市创建存在的突出问题为重

点，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争取在 2019 年文明城市

测评中取得更好成绩，并为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

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而不懈努力。

牵头单位：区文明办

配合单位：区直各有关单位，南曹乡、各街道办事处，金岱

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3．进一步改善图书馆、文化馆设施条件，推进街道、社区

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确

保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常态化、有效化。统筹布局社区综合

文化中心和居住小区综合文化站，用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或提供相应面积；按照《郑州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标

准》，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设施；建设面向社会的三级以上图书

馆和公共电子阅览室，鼓励影院建设，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

放的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完善城市文化功能，进

一步推动城市书房建设。

牵头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4．落实《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 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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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快推进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两场三馆）建设。构建城市

15 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体系，新建居

住区符合国家规定的体育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围绕生态功能

区等公共休闲场所，规划建设较大规模的自行车骑行道、健身步

道，不断满足广大群众健身需求。计划年内安装健身路径 5 条。

牵头单位：区教育体育局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四）老旧片区综合整治提升，推进老城区有机更新

1．加快推进以老旧片区综合整治提升为重点的老城区有机

更新，大力推进星月、紫荆等片区整治提升，采取微改造和功能

修补的方式，实施有机更新，避免大拆大建。完成紫荆小区等共

计 41 万平方米既有住宅建筑节能改造和 8 万平方米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达到节能效果不低于 30%，积极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安装工作。全年共整治提升老旧小区 366 个，6 月份完成已立项

的 131 个老旧小区及 22 条支路背街改造，12 月份完成 235 个老

旧小区及 69 条支路背街改造任务。

牵头单位：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

2．全面落实《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将物业管理纳

入城乡治理体系，新建小区水电气暖专业经营设施全部移交专业

单位管理服务，老旧小区依托城市更新或改造，对水电气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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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设施进行改造后移交。新建小区专业化物业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新建城中村改造安置区、新型农村社区专业化物业服务覆

盖率达到 100%。

牵头单位：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五）强化基础设施，提升承载能力

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聚焦区域发展短板，优化区域配套

供给，统筹推进城区与南部片区包括电力通信、热力燃气、变电

站、污水处理厂等在内的十余项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品质为重

点，从前期设计标准把好关，优先完善学校、安置区周边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加快振兴东路等市级道路区级代建项目和区自建道

路的建设进度，统筹协调电力通讯、热力燃气等配套管线的跟进，

确保学校和群众回迁安置的交通出行和基础配套。积极与开发企

业沟通，了解各区域开发进度，统筹安排道路建设计划。

牵头单位：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责任单位：区合城办、管城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商都物流

园区管委会、商都新区起步区指挥部，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

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六）做好以水润城，提升生态水系环境

全面落实《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

2019 年水生态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管政〔2019〕8 号），通过

增加水源、连通水系、扩大水面、修复生态、改善环境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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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态水系建设成效，改善城市生态水系。实施水体连通工程，

构建生态循环水系。

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七）做好以业兴城，强化产城融合

按照中原城市群“一核四轴四区”空间格局，强化我区总部

经济、科技研发和高端商务功能，推进高端服务业集聚，建设区

域性金融中心、总部经济中心、高端商务服务基地。围绕主导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金融保险、本地企业总部等集中布局，突出发

展企业管理、研发创意等专业商务服务，加快培育商务服务业集

群，增强区域综合服务功能。

牵头单位: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责任单位:区商务局，相关乡、街道办事处

（八）提高治理水平，推进城市管理高质量

1．开展生态环境治污，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全面落实《区

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 2019 年水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管办〔2019〕7 号）、《区委办

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管城回族区 2019 年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管办〔2019〕8 号），实施生态环

境治污专项行动，紧抓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运输结构、用

地结构“四个调整”治污，解决污染围城、污染漫城、污染在城、

污染穿城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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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区环境保护局

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区自然

资源局、区财政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

区科学技术局、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南曹乡、相关街道办

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2．开展交通秩序治堵，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以“治乱疏堵”

为重点，大力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抓好交通秩序整顿，建立智慧

交通，努力破解交通拥堵、出行难、停车难等“城市病”。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

3．开展市容卫生治脏，美化市容市貌。全面落实牵头单位

制定的实施方案，积极推行“路长制”，实施环境卫生精细化管

理，大力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规范化和常态化水平，实现“小区管理物业化、街面管理网格化、

集市管理规范化、路面清扫机械化”，大幅度改善市容市貌。以

城区主干道路沿线为重点，开展沿街违章建筑及构筑物拆除、占

道经营和户外广告集中整治工作。

牵头单位：区城市管理局

责任单位：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相关乡、街道办事处

4．开展公共服务治差，完善公共服务功能。转变政府职能

和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围绕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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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事项，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前

提下的“最多跑一次”，着力打造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

开的政务服务模式，优化创业、营商、办事环境，丰富网络辅助

手段，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

牵头单位：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责任单位：相关区直单位，南曹乡、各街道办事处

（九）构建安全体系，提高防控水平

开展城市安全创建活动，加快推进城区重大危险源搬迁改造

和城市河流、道路桥涵、地下管线、高铁沿线等区域的安全综合

治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区、危险化学品仓储区等危险区域安全

防护避让措施，从源头上消除区域安全风险。

牵头单位：区应急管理局

责任单位：相关乡、街道办事处，金岱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四、推进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

借鉴先进市（区）经验，建立健全由区政府主要领导负责、

多部门组成的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运行机制，明确各成员单位

职责职能。健全完善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办公机构，做到“办公人

员、办公经费、办公场所”三到位，保证办公室运转有效，确保

各项政策措施及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各单位要按照此方案确定的

目标任务，确定工作重点，量化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标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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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账，落实工作责任。

（二）打造工作亮点，做好典型示范

坚持以打造亮点为切入点，把老旧片区综合整治提升做为工

作重点，大力推进老旧片区建设提质工作，不断完善城区基础设

施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努力建造一批有看点、有特点、有

亮点的精品项目，做好示范带动，打造管城品牌，走在全市前列。

（三）加强督导考核，强化责任落实

围绕目标任务，加强督促检查，严格工作考核，强化责任落实。

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观摩，鼓励先进，树

立典型，确保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管城回族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