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林业局积极开展全市生
物物种资源、湿地资源普查、古
树名木和后备资源保护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提速
行动,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

全市累计已完成营造林19.28万
亩。

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目前，全市古树名木数据录入
系统工作已全部完成。由于
城市发展和历史问题，古树名

木的生长环境受到很大影响,
下一步，将加大力度开展古树
名木保护复壮工作，制定具体
措施对古树名木进行保护，努
力为我市成功创建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做出积极贡献。

高质量推进国土绿化提速行动 全市完成营造林19.28万亩
市林业局

市水利局紧密围绕“森林、湿
地、流域、农田、城市”五大生态系
统，积极践行“水资源、水生态、水
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加快构
建支撑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
现代生态水网。

盘活水资源，改善生态基
础。不断加快水源工程建设，牛
口峪引黄工程今年 6月底将试通
水，环城生态水系循环工程、石佛

沉砂池至郑州西区生态供水工程
年底前将建成通水。

打造水景观，构建亲水环
境。大力开展以贾鲁河为示范引
领的全市河湖水系生态建设。贾
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建成
后，新增水面面积11.5平方公里，
绿化面积达20.95平方公里。

弘扬水文化，凝聚兴水文脉。
着力塑造“贾鲁河图”文化品牌。

以贾鲁河为示范 开展全市河湖水系生态建设
市水利局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
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土地资源
日益严峻，迫使我们开始向地下
要空间，力图通过地下空间的开
发和利用来缓解这些迫在眉睫
的问题。但如果地下空间开发
步伐过快，势必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建议：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有

序合理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明
确地下空间利用率的控制指标，并
严格管控，确保雨水下渗途径。在
公园绿地的下方开发地下空间时，
应符合下列规定：公园绿地面积小
于3000平方米时，禁止地下空间的
开发利用；公园绿地面积大于3000
平方米时，可开发的地下空间面积
不得大于绿地面积的30%。

坚持可持续发展 有序合理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
市绿化工程管理处主任 李欣

新城区建绿老城区补绿同步进行
碧沙岗公园主任 申林芝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新
城区建绿和老城区补绿应同步
进行。

建议：新城区在规划建绿的
同时，应强化老城区绿地规划和
布局；结合城中村改造、旧街坊
（棚户区）改造、实事工程建设
等，采取拆迁建绿、拆违（危）造
绿、“退二进绿”、拆墙透绿、见缝

插绿等方式，逐步增加城市中心
区的绿地建设，改善老城区人居
环境。

加强公园绿地规划设计，着力
提高植物造景艺术。运用植物造
景艺术，塑造物种多样、景观层次
丰富、季相变化明显、地域特色突
出、绿量大、绿视率高的城市绿化
景观，打造一批精品园林。

从规划开始融入屋顶绿化的理念
市政协委员 齐秀娟

郑州城市存在较为广阔的平
屋顶，经过大面积绿化之后，可以
给空气中的悬浮物一个落脚点，提
高空气质量。此外，由于屋顶绿化
栽培土层可以涵养水分，夏季降雨
之后，城市地面径流量也将大幅度
削减，不至于因短时间内降水量过
大而给城市地面排水造成过大压
力等。因此，加强屋顶绿化是郑州

建设生态城市和绿色家园不可或
缺的重要内容。

建议：加大屋顶绿化面积配置
的政策引导，设置合理的城市屋顶
绿化指标。政府应从规划开始融
入屋顶绿化的理念，为屋顶绿化建
设创造条件。并出台完善的管理
制度，来保障屋顶绿化后期的管理
工作。

挖掘城市内涵 突出地域特色
市政协委员 李志学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要挖
掘城市内涵，突出地域特色，打造
景观亮点。

建议：重塑“郑州绿城”风貌。我
市地处中原，严重缺水，所以要找准
自身的特点和定位，多植树、广植树，
涵养水源，重振“郑州绿城”雄姿。

提升公园品位，打造一园一
品。我市绿化存在粗放、多而不

精、“千园一面”、地域特色和文化
内涵还不突出等问题。除雕塑公
园外，没有主题公园。建议打造诸
如商城遗址公园、郑州历史文化名
人园、北伐战争主题公园、郑州解
放纪念公园、少林功夫公园、中州
书法公园等主题公园，微公园、小
游园也要有精品意识、人文景观，
彰显郑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加快推进城市立体绿化 城市绿化向“空中借地”
市政协委员 于宏

在郑州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立体绿化，不失
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建议：加强立体绿化政策、法规
的配套与完善。要修订《郑州市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管理条例》，增加立体
绿化相关法律条款，将立体绿化作为
衡量项目绿化质量验收的指标之一；
增加强制性条款，要求新建公共建

筑、单位建筑、居住小区、市政配套公
用设施等均需完成一定指标的立体
绿化建设任务，立体绿化要和建设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明
确立体绿化建设管理主体及其法律
责任，制定分阶段、分年度推进全市
立体绿化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升
其刚性约束力与可操作性，逐步推进
立体绿化的建设与发展。

进一步完善政策扶持，创新激
励奖励机制建设。将立体绿化列入
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的范畴，
并与税费减免挂钩；设立立体绿化
专项奖励基金，对自愿建设与维护
立体绿化的企业、单位、个人以及在
立体绿化技术攻关、示范推广方面
做出特别贡献的单位部门、科研攻
关人员给予奖励。

拆违建绿见缝插绿 利用有限空间规划建设游园绿地
市政协委员 刘崇怀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要求
高，涉及范围广，是一项高标准的系
统性工程。必须从整个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高度来部署安排，树立问
题导向，精准施策，尽快缩小各方面
与标准差距。

建议：下大气力，尽快改善老城
区环境。遵循“300米见绿、500米见
园”的绿地均衡性原则，按照相关要
求，拆违（临）建绿，见缝插绿，充分利

用有限空间规划建设游园绿地。主
次干道沿街拆迁的10米宽以下带状
土地或10亩以下单独地块一律不再
安排建设项目，全部建设成为公园、
游园或街头绿地。

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新
区，以郑东新区为标杆，其他新
城 区 或 新 建 区 大 力 实 施 生 态 绿
化工程。

在市区及周边，以北龙湖、绿博

园、园博园、西流湖为重点，打造四个
城市“绿心”；以三环、四环和绕城高
速为重点，打造三个城市“绿环”；以
贾鲁河和南水北调干渠为依托，建设
两个城市“绿带”；形成主城区绿色生
活圈，城市周边生态隔离圈和外围森
林防护圈，构建“四心、三圈、两带、九
水、三十一廊”的网络化生态空间，为
中心城区提供绿色屏障，营造美丽宜
居的生态环境。

热情建言

从居民感知度最高的绿地入手 打造一批有生活气息的城市街景
市政协委员 魏宁娣

制定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 实现景观可持续发展
市政协委员 张晓亮

近年来，郑州市为全面创建国家
生态园林城市而不懈努力，城市园林
绿化成绩斐然。但园林绿化特色不
明显，亮点不突出，精品化景观、精细
化管理有所欠缺。

建议：注重顶层设计。在“三圈、
两带、九水、三十一廊”网络化生态
空间总格局上，进行系统性的顶层

规划，以工匠精神打造城市园林绿
化精品。

注重以人为本。城市绿化应从
居民感知度最高的绿地入手，打造一
批具有生活气息、注重人的感受的城
市街景，将公共艺术更多地融入街区
中，全面提升城市气质。

发挥综合效益。园林绿地建设

完成后，养护管理与运行经营是其
发挥环境、生态、经济效益的保证。
应充分发挥城市绿地的综合效益，
把园林绿地资源作为城市资产来运
营，实现以园养园。可充分发挥社
会力量，把民间爱绿培养成一种风
尚，开展“市民绿化节”“社区文化
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贾鲁河综合治理是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
工程，在贾鲁河综合整治过程中，尚
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

建议：继续加快水域基础生态
系统的恢复,努力恢复河道水域岸
线良好的生态功能。在沿河一定范
围内规划建设更多绿化带，保持水
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综合运用

河道治理、清淤疏浚、自然修复、截
污治污等措施，推进生态功能受损
河库的生态修复。制定重点流域水
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依据景观
生态学原理，模拟自然河道，保护生
物多样性，增强景观异质性，促进自
然循环，构架郑州城市生态环境走
廊，实现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注重自然景观整治与人文景观

保护利用相结合。贾鲁河沿岸景观
设计中，应注意充分融合郑州人文特
色，与著名景观如少林寺、中岳庙和嵩
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嵩山风景名胜
区，以黄河风景名胜区、大河村原始村
落遗址为主的黄河历史文化风景名胜
区，以及浮戏山、环翠峪、北宋皇陵、北
魏石窟寺、轩辕黄帝故里、杜甫故里
等名胜古迹，遥相呼应，各放异彩。

郑州市城建局践行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理念，
多措并举，开创工作新局面。

围绕国家相关目标任务，
强化装配式建筑顶层设计，先
后研究出台了政策措施 10余

项，建立了市本级装配式建筑
项目库，目前全年共落实装配
式建筑项目 500多万平方米。
研究出台了《郑州市装配式建
筑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办法（试
行）》，每年列支 950万元用于

奖励。
强化技术和人才支撑。

列支600余万元用于支持编制
相关技术规程和图集，2018
年，投入 140余万元用于相关
技术研究攻关。

落实装配式建筑项目500多万平方米
市城建局

近年来，市发改委以生态
项目为支撑，全面推进森林、湿
地、流域、农田、城市建设。

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强力推
进，新造林11.5万亩，完成森林
抚育7.8万亩。新建和提升生

态廊道244.4公里，连通生态廊
道528公里。10个万亩以上森
林公园建设加快推进。

市区新增绿地1356万平方
米，建成各类公园、微公园、小
游园 411个。近 3年来，市区

每年新增绿地面积均超过
1000万平方米，截至 2018年
底，市区建成区绿地率、绿化
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分别为 35.84%、40.83%和 13
平方米。

加快推进10个万亩以上森林公园建设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充分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多渠道筹措资金，全力
支持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
作，2018年共筹集各类资金
188.5亿元。

其中，污水处理厂建设、

运营资金 20.6亿元。支持马
头岗污水处理厂、郑州新区污
水处理厂等重点项目建设和
污水运营、污泥处置运营。更
换新能源公交车资金 8.3亿
元，公共交通站点 500米覆盖

率达到 100％，低碳出行效果
显著。

下一步，继续加大 2019
年 创 园 建 设 资 金 保 障 力
度。全年共安排各类资金
96.2亿元。

188.5亿元支持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
市财政局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全力抓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各
项规划任务的落实，将生态城市
的理念全面贯彻到各层级规划
中，为我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做好规划支撑,按照世界眼
光、国际标准、中原特色、高点定
位的要求启动编制新一版城市
总体规划，目前部分专题研究已
完成初步成果,组织开展了 20余
项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工作。

加强规划管控，因地制宜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组织编制了《郑州
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7-2030
年）》《郑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建设
规划》，并获市政府批复。组织修
订了《郑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
理办法》《郑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印发了《郑州
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文件“一图一
表”》。目前，试点项目已完成海绵
投资约63亿元。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项目已完成63亿元投资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郑州市明确创建目标后，市城
管局各项工作正有力向前推进。

市政设施功能改善方面，2019
年计划完成对 62条道路(路段)实
施中修和人行道改造提升，整治窨
井5000座，目前已全面展开施工，
确保至 6月底前市政道路设施完
好率在98%以上。着力提升城市
照明档次，加快“七桥一路”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场周

边、主要干道、桥体等主要节点和
CCD、CBD等重点区域的亮化提升
改造，确保9月底前完成。

高标准推进市容环境整治提
升，年底前市区机扫率达 93%以
上。深入推进“公厕革命”，2019
年计划新建公厕 393座，城区公
厕达到每平方公里6座。

2019年 3月底，郑州市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有1157个。

今年计划新建公厕393座 缓解群众如厕难题
市城管局

去年以来，市园林局努力打
造全市生态廊道、滨河绿地、公园
广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等互
连互通的绿道网络，着力构建公
园绿地种类齐全、均衡分布的结
构布局，大力培育富含郑州特色
的公园绿地体系特色。

在中心城区，2018 年建成

411个公园、微公园、小游园，超
额完成民生十件实事确定的 200
个建设任务，并实现了每年建设
20个游园的重大突破。2019年
又启动 400个公园、微公园、小
游园建设。在城区外围，形成近
期、中期、远期 43个郊野公园建
设项目。

去年中心城区建成公园、微公园、小游园411个
市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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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环境的需求愈加强烈。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是目前我国评价城市生

态环境建设的最高荣誉，是城市建设、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既是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的期盼。“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也是郑州市

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和具体实践。
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如何建？应从哪方面着手，又应该规避哪些问题？
日前，市政协召开2019年第一次双月协商座谈会，部分市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相关人员汇聚一堂，围绕“推进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提升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建言献策，共同助力郑州打造天蓝、地绿、水净、宜居、宜业、宜游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城市环境，以提升郑州城市品位，提高市民获得感。
【 】

出席会议领导：市政协主席黄保卫，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黄卿，市政协副主席李新有、刘睿
市政协及各界代表：市政协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协副秘书长，市政协办公厅、调研室、各专委会负责人，部分市政协委

员及专家学者
政府相关部门参加人员：市园林局、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建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

市林业局的负责同志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市政协双月协商建言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打造天蓝水净宜居宜业城市环境 提高市民获得感

市生态环境局努力推进
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市
空气质量取得明显改善。

2018年，我市环境空气
质量也得到了持续改善：综
合指数、6项指标、优良天数

实现“七降一增”；PM10、
PM2.5 年均浓度分别降至
106、63微克/立方米，超额完
成省定目标任务；7、8、9月连
续 3个月空气质量首次达到
国家Ⅱ级标准。

下一步，将重点对机动
车、建筑扬尘和工厂的空气
污染进行积极控制和治理，
争取达到或超过《国家生态
园林城市标准》优质天数的
指标要求。

全市空气质量取得明显改善
市生态环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