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20〕6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2020年郑州市生态建设

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 《2020年郑州市生态建设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实施。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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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郑州市生态建设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质量,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特制定以下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锚固生态基底,厚植生态优势,提升城市品质,发展生态经济,

突出项目带动,高质量建设森林、湿地、流域、农田、城市生态

系统,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

二、主要目标

城市绿量大幅增加。完成国土绿化面积15万亩,中幼林抚

育11.1万亩。建设森林 (湿地)公园25个,省级森林城市2

个,森林特色小镇17个,森林生态乡村166个,完成提升生态

廊道432公里,建设森林健康绿道189公里,遗址生态文化公园

70处以上。

园林品质全面提升。持续推进400个公园、微公园、小游园

建设,加快推进15个郊野公园建设,完成新建绿地1000万平方

米以上,加大园林式居住区创建工作,确保园林式居住区年提升

—2—



率10%以上。

流域治理效果明显。治理河流长度8.08公里,全域水域面

积从156.9平方公里增加到211.66平方公里,水面面积率由

2.02%提升到2.82%。国控、省控断面达到地表水 浐类水质。

承载能力显著增强。新增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2000吨/

日,填埋场积存渗沥液实现全处理,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5%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继续推进规划

保留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着力提高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比例,六

县 (市)完成15万户农村户用厕所水冲式改造。

三、重点任务

(一)高质量建设森林生态系统

以 “一屏、两带、三网、五美、多园”为重点,积极推进国

土绿化,大面积、高质量推进山区森林覆盖,大力推进森林 (湿

地)公园建设,加强森林资源抚育和保护,引导发展绿色经济、

美丽经济,把 “绿城”打造成 “绿都”。

1.加快实施 “一屏”工程 (即西南部城市生态屏障建设工

程)。在巩义市、登封市、新密市、荥阳市、新郑市开展城区绿

化、生态廊道提升、山区困难地造林、废旧矿区植被恢复工作,

营造环城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护林、国储林等,提高西

部山区绿化覆盖率,全年完成栽植面积6.4万亩。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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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2.加快实施 “两带、三网”建设工程 (即沿黄河生态带和

沿高速公路、铁路建设的城市生态隔离带,国省干线公路及县乡

道路防护林网、河流及水渠防护林网、平原农田防护林网)。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讲话精神,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加快

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按照省委、省政府要

求,重点实施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和湿地保护恢复两大工程,大力

推进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在黄河大堤内大力栽植水生植物,在堤

两侧大力营造防浪林、护堤林,在堤外大力营造防风固沙和生态

林带,分区域分梯次开展造林绿化。积极做好郑州黄河湿地自然

保护区人类活动清理整治工作,研究制定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政

策,开展退耕还湿工作。以高速公路、铁路沿线绿化为重点,实

施生态廊道绿化提升,把高速沿线生态廊道建成为城市生态隔离

带。沿国道、省道及县乡道路两侧,按照 ‘一路一特色’和 ‘应

绿尽绿’的原则,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建设道路防护林,形成

相互联通的道路生态廊道网络。结合生态水系治理,加快推进沟

河渠绿化、美化和河流湿地公园建设,形成沿河渠堤的生态水系

防护林网。结合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通过新栽或原来林网改造

提升,完善农田防护林网。2020年完成高速、铁路生态廊道提

升255.34公里,完成国省干线公路绿化提升177.1公里,县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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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提升402.7公里。荥阳市要实施S312生态廊道提升工

程,按照单侧50米绿线高标准规划建设,其中,2020年要完成

三个S312与南北干线道路相交节点绿化、推进北部邙岭绿化并

完成桃花峪及两侧山坡的绿化任务。郑州高新区要实施绕城高速

莲花街下站口连接道路绿化任务,与荥阳市做好规划衔接,高标

准打造生态廊道。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市园林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

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

3.加快实施 “五美”工程 (即美丽城镇、美丽公路、美丽

河道、美丽村庄、美丽田园建设工程)。以开展省级森林城市、

森林特色小镇、森林生态乡村创建工作为抓手,大力推进乡村绿

化美化工作,建成2个省级森林城市,17个森林特色小镇,166

个森林生态乡村;结合 “四好公路”和县乡道路、河渠防护林网

建设,着力打造一批 “路面平整通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景观

优美、乡土气息浓郁”的县、乡、村美丽公路和 “林水相依、林

草相益、水清岸美”的美丽河道;结合精准扶贫和 “四优四化”

建设,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优质林果种植和苗木花

卉产业,积极开展乡村绿化美化,建设美丽田园,2020年发展

特色经济林0.97万亩,每个县 (市)实现5个行政村以上的乡

村林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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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委、市资源规划

局、市园林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4.加快实施 “多园”工程 (即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郊野

公园、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工程)。积极发展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和森林度假产业,重点推进郑州侯寨森林公园、郑州树木园

改造提升工程、郑州水磨森林公园、新郑具茨山森林公园等森林

公园建设。2020年,新开工6个森林 (湿地)公园项目,续建

14个森林 (湿地)公园项目,开展5个森林 (湿地)公园前期

工作。加快构建郑州都市区郊野游憩空间,在城郊建设一批具有

一定规模,拥有良好田园风光、郊野植被及自然景观,以保护生

态环境资源、展现自然人文风貌、提供都市休闲游憩空间为主要

特征的郊野公园。加快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促进古遗址保护

与生态环境综合提升,2020年开工建设遗址生态文化公园70处

以上。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市文物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二)高质量建设湿地生态系统

加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积极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

滩、扩水增湿、生态补水,高质量建设湿地生态系统。

5.加强黄河湿地生态保护。高标准研究编制黄河生态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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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方案,科学处理黄河与城市间的关系,着力提升城市内涵

和品质,统筹推进古荥大运河文化区、黄河中央湿地公园、黄河

大堤扩宽、沿黄生态保遗等工程建设,加快建设郑州黄河生态文

化带。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林业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农委、市水利局、

郑州黄河河务局,沿线各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

委会

6.积极开展省级湿地公园建设。加快推进中牟雁鸣湖万亩

湿地公园、新郑市双洎河湿地公园等湿地公园建设。

牵头单位:市林业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

7.谋划启动人工湿地公园建设。统筹湿地和污水处理厂建

设,在有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规划建设人工湿地,加快推进新郑

潮河、莲河人工湿地公园建设。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

(三)高质量建设流域生态系统

聚焦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提供水安全保障的总目

标,实施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推进

“安全、生态、景观、文化、幸福”五河共建,统筹推进流域生

态系统高质量建设,加快构建兴利除害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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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8.加快推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

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积极推动南水北调观音寺调蓄工程,

谋划推进黄河滩区调蓄、沿黄口门引水能力提升改造、郑州东部

引黄口门向郑州航空港区供水等工程,加快提升水资源承载能

力。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城管局、郑州黄河河务局,沿线各有关县 (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9.着力提升水生态建设水平。建成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

复工程。统筹推进贾峪河、贾鲁河尖岗水库大坝至南四环桥段、

潮河上游南曹村桥至小魏庄水库段、索须河汇合口上游至弓寨大

桥段等生态治理,着力做好常庄水库区域生态修复保护、魏河和

七里河生态提升等项目前期工作,不断改善河湖水系生态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生

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园林局、市城管局,沿线各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四)高质量建设农田生态系统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引领,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快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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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高质量构建农田生态系统。

10.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通过完善提升园区的路网体系、

农业装备体系、休闲农业体系、生态环保体系和灌排体系等五大

体系,提高科技装备水平,调整优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建设一

批生态产业优势突出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牵头单位:市农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11.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继续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

推进回收废旧农膜、农药包装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处置和资源化利

用,确保生产过程全程生态化,进一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

和提升耕地地力和质量。

牵头单位:市农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12.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在充分发掘和保护特色村地理风

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优化美化村庄人居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打造一批村庄秀

美、环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乡村。

牵头单位:市农委

配合单位: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五)高质量建设城市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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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施 “四化、四园、三道、二网”绿化建设工程,打造

城市绿色生活圈。

13. “四化”工程 (绿化、彩化、美化、优化)。以大规模城

市绿地建设为重点,以老旧小区改造、城乡结合部综合整治为突

破口,全面提升城市绿化水平和城市景观彩化水平,实现 “开门

见绿、推窗见景、四季有花、四季多彩”。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4. “四园”工程 (微公园、社区游园、城市公园、郊野公

园)。以城市公园建设及既有公园拆墙透绿综合提升为重点,以

微公园、社区游园为补充,以郊野公园 (森林公园、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建设为底色,建成郊野公园 (森林公园、遗址生态文化

公园)-综合性公园-社区游园-微公园四级公园体系,实现郊

野公园与城市公园的有效衔接,建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丽郑州,年度建成公园、游园、微公园400个,其

中:中原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惠济区各建成1个

公园、30个游园;郑东新区、郑州高新区、郑州经开区、郑州

航空港区各建成2个公园、35个游园;上街区建成2个公园、6

个游园;中牟县、登封市、荥阳市、新密市、新郑市、巩义市各

建成2个公园、10个游园;市园林局建成5个公园、16个游园。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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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5. “三道”工程 (城市道路、河道、铁路沿线绿化工程)。

城市道路以生态廊道、新建道路绿化、道路两侧见缝插绿工程为

重点,河道绿化以黄河生态带绿化为基础、以南水北调生态文化

公园、贾鲁河滨河绿地等11条河道绿化提升工程为重点,铁道

沿线以新建绿化及已建成绿化提升提质工程为重点,着力打造路

在林中、林在城中、蓝绿交织、河湖联通的居民绿色出行网络。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水

利局、市城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6. “二网”工程 (绿道网络、立体绿网)。在已建成3588

公里生态廊道的基础上,全面实施绿道连通提质工程,统一标

识、标牌和引导系统,打造城市绿道网络。以立交桥体绿化、屋

顶绿化和其它立面的生态景观营造为重点,提高街道空间绿视

率、丰富街面景观,逐步打造城市立体绿网。

牵头单位:市园林局、市林业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城

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7.加快推进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马头岗污水处理厂厂外再

生水管线工程年度内完成总工程量的30%,南曹污水处理厂一

期、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完成建设用地报批工作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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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底前开工建设,陈三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6月底

前完成污泥处理系统试生产工作。

牵头单位:市城建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市城

管局,有关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8.统筹规划和实施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统筹规划以生活垃

圾、餐厨垃圾、大件垃圾处理等为主的静脉产业园区建设,完成

侯寨垃圾填埋场渗沥液应急处理,启动填埋场生态修复工程。加

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完成新郑二期日处理2000

吨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开工荥阳日处理4000吨焚烧发电项目建

设,填埋场积存渗沥液实现全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达到

75%以上。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有关

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9.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治理、农村户厕无害化卫生

改造。继续在剩余具备条件的规划保留村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建立健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着力提

高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比例,全市完成水冲式农村户厕改造

15万户以上。

牵头单位:市城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资源规划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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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四、保障措施

20.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主要负责人亲

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人具体抓的领导机制,将生态建设纳入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强力推进。有关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分别

成立由牵头部门负责、配合部门参加的工作推进小组,进一步细

化工作推进方案,加强协调服务,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各县

(市、区)要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全面推进本辖区

生态建设工作。

牵头单位:市生态建设领导小组

配合单位:各有关部门、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1.狠抓工作落实。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大政策指导,开设绿

色通道,积极主动为项目单位服务,努力解决好影响项目建设的

各种问题,县 (市、区)负责按时间节点推进,市生态办负责奖

补政策落实、定期考核检查、组织实施奖励和责任追究等。

牵头单位:市生态建设领导小组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财政局

22.强化资金保障。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各级财政部门做好

项目建设资金保障工作,根据各县 (市、区)年度承担的生态建

设任务,按奖补比例测算资金需求,切块下达。

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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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3.严格考核督查。建立奖惩制度,把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工作推进不力者

进行督办和问责,对于年度目标任务完成较好的县 (市、区)给

予表彰。建立督查制度,对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定期督查和专项督

查,及时通报工作推进情况。

牵头单位:市生态建设领导小组

配合单位:市人社局、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

附件:2020年郑州市生态建设重大项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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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发展改革委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五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3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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