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
郑政 〔2021〕1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下达2021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2021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已经确定,现下达给你

们。名单共列项目453个,总投资8143亿元,2021年计划完成

投资2063亿元。

这批重点项目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把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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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补齐发展短板、激发增长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加快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促进黄河战略实施、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引领带动支撑中原更加出彩的重要抓手,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强投资、快建设、早达效。

各开发区、区县 (市)和市行业主管单位,要坚持目标导

向,强化责任意识,对标项目年度建设目标,抓好建设责任细化

分解和督促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协调推进机制,实行领

导联系推进重点项目、周例会等制度,推广 “服务八同步、拿地

即开工”和重点项目非永久性实体工程先行施工等机制,及时帮

助项目单位化解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统筹疫情防控和污染管

控,着力保障连续施工,为项目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各级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切实增强主动服务意识,持续优

化审批流程,强化服务指导,落实并联审批,提高审批效率,为

项目加快实施创造条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财政、金融等要

素资源保障单位,要按照 “有限资源保重点”的理念,主动对接

项目需求,努力把有限的土地、资金、环境容量等要素资源,向

重点项目倾斜、集聚,为项目加快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各重点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承担起建设主体责任,依法合

规履行建设手续,自觉接受行政监督,科学加强项目管理,积极

筹措建设资金,着力抓好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推动项目按计划

圆满完成年度建设目标任务。每月25日前,通过河南省重点项

目建设网信息月报系统,及时准确填报项目建设信息,客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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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项目进度和存在问题,为加强监测调度提供可靠参考。

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动态管理,上年度未结转的项目,

不再具有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资格。

附件:2021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202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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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资
(万元)

所在
区县 (市)

一、新型基础设施项目
(22个)

续建项目 (9个)

1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智慧城市建设打捆项目 (19
个)

主要建设数据中心 (一期)、地理
信息云平台 (一期)、政务服务手
机应 用 软 件、政 务 专 网 (一、二
期)、智慧环保监管平台、“互联网+
政务服务”、不动产便民利民政务
服务平台、车辆超限超载非现场动
态监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智慧
城市视频融合平台、交通基础设施
维护、消防物联网、智慧教育、智
慧交通、建设工程审查报建系统、
智能管理综合服务系统、雪亮工
程、应急指挥平台等19个项目

64146
郑州

航空港区

2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基于
5G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大规模
验证与应用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新建智能网联实验
室、室外测试路,开展5G环境下
C-V2X产品研发及测试

30000 郑州经开区

3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国密系列安全
芯片及安全服务云平台研发
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基于国家商用密码体系,研制符合
国家标准规范的系列国密安全芯片
产品

30409 金水区

4

郑州信大捷安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XDJA100Gb光接
口网络安全芯片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研发设计一款高速光接口网络安全
芯片 13139 金水区

5 郑州市智慧供水系统工程
主要建设智慧生产、智慧经营、智
慧服务、智慧管控四大类业务应用
系统

21727 中原区

6
登封电信公司5G基站建设
工程

主要建设400个5G基站 40000 登封市

7
登封移动公司5G网络覆盖
工程

主要建设410个5G基站 41000 登封市

8
中国移动中牟县分公司5G
基站建设工程

主要建设600个5G基站 30000 中牟县

9
中牟联通公司5G基站建设
工程

主要建设726个5G基站 12702 中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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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 (11个)

1
智慧高新实验场及智慧环保
平台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城市运营管理决策平台、
城市运行监测中心及全域化、可视
化、智能化的环保平台

24000 郑州高新区

2 郑州市金水区智慧教育项目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以大数据
汇聚与分析、应用互联互通为核
心,为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及教师、
学生、家长等广大教育用户提供教
育信息化服务

74000 金水区

3
中船713研究所基于5G的
车路协同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及产业化项目

主要建设云端服务设施、路侧系统
和自主行驶测试平台的系统架构 6500 二七区

4
二七区联通5G基站建设项
目

主要建设1800个5G基站 38400 二七区

5
郑州市城市大脑二期 (城市
数据运营管理中心)项目

主要建设统一计算平台、统一支撑
服务平台、重点领域智能业务应
用、领导驾驶舱、安全保障五大体
系

93636 中原区

6
河南消化道早癌诊疗大数据
中心

主要建设国内领先的检查诊疗智能
信息化平台 20000 中原区

7
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创
新推广中心项目

主要建设设备和产品优化场景体验
区、业务和经营优化区、社会化资
源协作体验区、“5G+工业互联网”
新技术融合创新应用场景区等功能
区及平台

10500 中原区

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产业化的智能客车测试
平台开发及生产制造水平提
升项目

主要建设智能客车自动驾驶测试平
台工艺优化和装备智能化升级 14000 管城回族区

9
新郑市智慧城市城市大脑项
目

主要建设政务云计算中心、城市大
数据平台、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
心、物联网平台、视频网联平台、
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智慧教育、
雪亮工程等

15500 新郑市

10
新郑市智慧城市综合应用业
务系统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业务支撑平台、政务服务
一体化、市场监管、交通 (交管)、
城市管理、环保、旅游、农经信息
一体化、领导驾驶舱等应用系统

22000 新郑市

11
荥阳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

主要建设传感、物联网、网络设施
及相关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硬件设
备、物理硬件集群、分布式政务云
操作系统、数据中台和视频中台、
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物联网平台
(通用+专用)和智慧应用体系

28740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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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项目 (2个)

1 APUS全球第二总部

主要建设APUS全球第二总部,引
入14亿全球用户数字基因库、国
际业务运营中心、创新科技展示中
心等,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提供新闻
聚合、电子商务等移动互联网服务

70000 郑东新区

2 深兰星联人工智能生态基地

主要建设深兰科学研究院、深兰郑
州总部、深兰星联人工智能产业集
聚区等,打造以智能汽车、智能环
境、智能城市解决方案为核心的人
工智能产业链

100000 郑东新区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项目
(228个)
(一)先进制造业项目 (115
个)

竣工项目 (39个)

1
郑州航空港区速达工业机械
服务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及办
公楼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中心、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等

10524
郑州

航空港区

2
航空港区煤炭机械再制造暨
后市场服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联合厂房、大型设备封闭储存料
场、中央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52392
郑州

航空港区

3
郑州领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子
材料生产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厂房、仓储及辅助配套设施
等

1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4
河南省越人生物医药产业园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智能化的药品生产线及相关配套
设施,年产口服液5472万支、中
成药品1亿片、中药饮片135吨

22000
郑州

航空港区

5
河南锐之旗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信息产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信息服务平台、创业孵化平台、
创客空间、创新训练平台、教育培
训平台、金融投资平台和公共服务
平台

30000 郑州经开区

6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液压支架关键零部件智
能制造生产线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技术改造,实现液压
支架关键结构件生产线,年拼装结
构件12万吨

10000 郑州经开区

7
郑州三磨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超硬材料磨具创新制造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制造中心厂房,新增部分设备 14000 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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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高科虚拟仿真产业化项
目

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虚拟仿真产业中心楼、轨道交通
研发中心展厅、产业化车间、测试
及成品车间、原材料车间、地下车
库及配套用房

30000 郑州高新区

9
河南纵横精工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轨道交通关键零部件数
字制造车间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生产车间、实验室、库房及办公楼
等

14500 郑州高新区

10
瑞驰有限公司年产1500万双
皮鞋深加工项目

总建筑面积44.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车间、仓库、办公楼、研发中
心及展厅

136000 郑州高新区

11
郑州丰捷实业有限公司创新
科技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多层标准化厂房、综合办公楼及
相关配套设施

30000 二七区

12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12万吨高精冷轧板带材
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总建筑面积1.3万
平方米,主要建设年产12万吨高
精冷轧板带材生产线

30000 巩义市

13
河南爱恒铝制品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航空餐盒一次性高档
餐盒家用餐盒18亿个项目

租赁用地,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车间及铝箔餐盒生产
线

10000 巩义市

14
河南三泰彩铝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60万平方米铝板成型加
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租赁用地,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
米,年产60万平方米铝板成型加
工智能化改造

35000 巩义市

15

河南亿蓝得净水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26万吨聚合氯化铝、
聚合硫酸铁、聚丙烯酰胺项
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 间、仓 库、办 公 楼、职 工 宿
舍、检测中心

11000 巩义市

16
巩义市新奥电源设备有限公
司年产2000万件塑料制品项
目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仓库、办公楼、检测中心
等

15000 巩义市

17
河南育才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20万吨净水材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0.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仓库、办公楼等 11000 巩义市

18
郑州百利祥罐业有限公司年
产8亿套铝制易拉罐及易拉
盖生产线项目

总建筑面积9.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楼及相关
配套设施

31000 新郑市

19
河南省刘华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年 产 6000 吨 调 味 蔬 菜、
1000吨调味酱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原料库、冷库、综合
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15000 新郑市

20
郑州市好友食品有限公司年
产4000吨膨化食品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仓库区、办公楼及相关配
套设施

11000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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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千升/年啤酒部分配套
设施项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成品库、出货棚、营业大厅、叉
车维修间及相关配套设施

12000 新郑市

22
河南省佰新实业有限公司佰
新服装创意产业基地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模块化生产车间、配套办公区、
智能生产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41000 荥阳市

23
联东U谷·郑州荥阳市科技
创新谷项目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55000 荥阳市

24
郑州三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调色设备及配件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5万套调色设备及配件生产
线

50000 荥阳市

25
郑州同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艾尔普智能包装设备生产线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500套 AI智能包装设备生
产线

21000 荥阳市

26
郑州市金治机械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数控机床生产线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5000台数控机床生产线 16000 荥阳市

27
郑州市联钢实业有限公司年
产 先 进 自 动 化 焊 接 设 备
12000台 (套)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厂房、仓储、研发、办公
楼等

55000 新密市

28
郑州鑫明木业有限公司年产
8万套家具改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80000 新密市

29

郑州九如非织造有限公司年
产10000吨产业用非织造布、
年产三套智能化成套装备及
1500套电气柜项目

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厂房、办公楼及相关
配套设施

16000 新密市

30
郑州润龙无纺布有限公司年
产1万吨水刺无纺布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厂房及仓库等 12000 新密市

31
河南逸祥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72.58亿片卫生材料项
目

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酒精湿巾生产线、护理垫生产线、
智能化仓储库房及其它附属设施

18000 新密市

32

河南瑞泰节能新技术有限公
司年产80万件装配式轻量化
节能窑衬智能生产线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和全自动智能生产线 10000 新密市

33
郑州迅宏置业有限公司标准
化厂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5.1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标准化厂房 80000 新密市

34
郑州市新昇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年产3000万件汽车零部件
项目

租用厂房2.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冲压生产线、焊接生产线、电镀生
产线、电泳生产线及配套污水处理
厂

15000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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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河南融生硼业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0吨碳化硼陶瓷精微
粉项目

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年产
5000吨碳化硼陶瓷精微粉 20000 登封市

36
郑州国润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年屠宰45万头生猪项目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屠宰间、冷却间、分割车间、冷
藏库、办公及相关附属设施等

10000 登封市

37
河南城源住宅工业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项目

总建筑面积27.9万平方米,年产
20万立方米装配式预制构件生产线
和年产80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及板材生产线项目

80000 登封市

38
河南聚德昌智能制造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5000吨机械零部
件生产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年产5000吨机械零
部件

11600 上街区

39
河南省万威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年产4000套精密零部件生
产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 10000 上街区

续建项目 (35个)

1
郑州金阳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5000台数码印花设备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厂房、职工宿舍及相关配套
设施

25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河南彩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太智能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研发中心、生产厂房和
配套员工生活区等

144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华懿工
业园标准化厂房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标准化厂房 38732

郑州
航空港区

4
郑州安图莫比分子诊断技术
有限公司研发和生产分子诊
断产品建设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主要建设和研发年
产150万人份分子诊断产品生产线 16846 郑州经开区

5 双凤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厂房、仓库、研发中心及附
属配套设施

38200 郑州经开区

6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众智科技内燃发电智能控制
系统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及相关配套
设施

20000 郑州高新区

7
郑州柯耐特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1000万件连接器基地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综合楼、磨具及生产
设备

51000 郑州高新区

8 信源科技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厂房及研发
办公用房

23000 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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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州高新区智能仪器仪表工
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和综合实验中心 20000 郑州高新区

10 郑州机械研究所郑机大厦
总建筑面积5.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郑机大厦、综合服务楼及相关配
套设施

22000 郑州高新区

11
思维信息轨道交通产业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研发测试中心楼、产业化车间、调
试及实验车间、成品库、地下原料
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80000 郑州高新区

12
河南花都柜业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15万套高端智能箱柜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年产15
万套高端智能箱柜 30000 二七区

13
郑州名扬窗饰材料有限公司
遮阳节能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研发中心、生产车间、总部结算中
心等

30000 二七区

14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投资有限
公司铝精深加工产业园二区
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

120000 巩义市

15
郑州中科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年产一万台电梯整机制造项
目

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厂房、仓库、试验塔及研发
实验楼等

50000 巩义市

16
巩义市新格有色金属有限公
司铝循环利用项目

租用厂房,主要建设铝循环利用生
产线及年产20万吨再生铝水生产
线

30000 巩义市

17
巩义市西村镇管道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管道商务大厦、标准化厂房、配
套商务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55000 巩义市

18

河南宏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年产10000吨 模 板 脚 手 架、
新型支护材料及专用设备的
研发制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车间、仓库、办公楼、检测中心 12000 巩义市

19
巩义市光华实业有限公司年
产定型耐火材料5万吨、不
定型耐火材料3万吨项目

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车间、办公楼、生活宿舍、检测中
心

12000 巩义市

20
河南华博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5万吨锂电池正、负极
烧成保温耐热新材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办公楼、生活宿舍、检测
中心

10000 巩义市

21
郑州凤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5万吨高端焊剂项目

总建筑面积0.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及高端焊剂生产线 50000 巩义市

22
郑州正弘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3万吨不定型耐火材料、5
万吨免烧砖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自动化车间、办公楼等 11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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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年产800吨二氧化硅
绝热材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800吨二氧化硅绝热材料生
产线

14000 巩义市

24
新郑市创芯园区发展有限公
司集成电路产业港标准化工
业生产厂房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工业生产厂房、办公及辅助设
施,建成后引进集成电路、新型元
器件、智能终端等产业相关企业

100000 新郑市

25 同赢企业总部港二期
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商业用房 118000 新密市

26

郑州中岳科技有限公司建设
年产5万套消火栓、应急灯、
水枪及接口、100万米水带
项目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研发中心和相关配
套设施

10000 新密市

27

河南葛旺食品有限公司年加
工1000吨葛根制品、果蔬类
冻干制品、汤羹类冻干制品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0.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用房、车间、厂房等 12000 新密市

28
河南观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50000吨球形陶瓷砂
生产线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0.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陶瓷砂生产线,年产5万吨球
形陶瓷砂

15000 登封市

29

河南嵩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加工200吨何首乌保健品、
500吨山楂汁、500吨速溶蔬
菜粥食品系列产品项目

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楼、车间、仓库、陈列室等 30000 登封市

30

筑友集团郑州绿色建筑科技
园年产30万立方米装配式
PC预制构件、60万立方城
市海绵体材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14.1万平方米,年产
30万立方米装配式PC预制构件和
60万立方城市海绵体材料

110000 登封市

31
郑州联东金惠实业有限公司
联东U谷·郑州智能装备产
业园

总建筑面积17.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标 准 化 厂 房、宿 舍 楼、开 闭
所、非机动车充电车棚等

80000 中牟县

32
郑州荣电智能科技人工智能
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人工智能产业园、标准化厂房 16000 中牟县

33

郑州盛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万套智能润滑系统、年产
80套特种车辆模拟器及零部
件加工项目

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仓库、综合办公用房 16000 上街区

34

河南华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1万台高低压电气设
备、2000 架 工 业 无 人 机、
500台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项
目

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仓库、综合办公用房 25000 上街区

35 郑州奥克斯科技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7.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单层、独栋厂房,引入智能制
造、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120000 上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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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 (37个)

1
安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装配
式建筑产业园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建筑部件生产厂房、行政办公楼
及相关配套设施

55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郑州瑞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三万吨新型营养素产业
项目

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制 剂 车 间、粉 碎 车 间、包 装 车
间、仓库、检测中心、研发中心等

3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郑州华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汽车零部件生产及技术开
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9.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 房、仓 库 及 配 套 设 施,年 产
450万件 (套)汽车仪表台、空调、
门护板等

36000 郑州经开区

4
河南省豫喆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汽车冲焊基地生产及模具
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厂房及附属配套设施,年产40万
台 (套)汽车焊接总成件

30000 郑州经开区

5
驼人 (郑州)医疗科技产业
园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总部大楼、研究院、药械网上商
城、生产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59000 郑州经开区

6
海马8S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开发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主要改造机电耦合
驱动模块、动力电池、整车装配及
测试线,年产5万辆插电混合动力
整车

11091 郑州经开区

7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研发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总部大楼、超硬复合材料和超硬
刀具生产厂房、立方氮化硼微纳米
材料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相
关配套设施

43000 郑州高新区

8
众通源智能POE交换机研发
生产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POE 交 换 机 研 发、生 产 车 间、
办公场所及相关配套设施

50000 郑州高新区

9
郑州三中收获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8000台联合收割机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综合科研楼、办公楼
等

31385 二七区

10
中凯 (郑州)冷鲜食品产业
园

总建筑面积13.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冷库等 30000 二七区

11
郑州市娅丽达服饰有限公司
年产800万件高档女装智能
化生产线项目

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厂 房、智 能 化 仓 库、地 下 车
库,年产800万件高档女装

30000 中原区

12
河南钜润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5万 吨 新 型 涂 装 彩 铝 及
3000套铝材家具项目

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楼等 20000 巩义市

13
河南赛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检测中心和年复配分装
5万吨净水剂项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检测综合楼、车间、生产线 11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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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巩义市新科耐火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800套耐火高温炉及
内衬生产项目

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楼、研发中心 12000 巩义市

15
河南鸿安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50万平方米幕墙板项目

租赁厂房,总建筑面积0.8万平方
米,年产50万平方米幕墙板 13000 巩义市

16

河南省恒华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年产8000台卷铁芯式变压
器及非晶合金变压器、1000
台箱变、10000台智能高低
压开关项目

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及相关配
套设施

30000 新郑市

17
郑州光明乳业有限公司莫斯
利安酸奶生产线配套设施技
术改造项目

主要对果粒无菌设备、不锈钢管
道、阀门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新
增四台自动装箱设备、两台常温一
体加盖型灌装设备及卧式混合无菌
罐系统等

12830 新郑市

18
河南高森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年产15亿只铝制两片式易拉
罐产品项目

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35000 新郑市

19
河南康之健洗涤服务有限公
司智慧化洗涤中央工厂项目

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生产车间、办公区、消毒中心
及相关配套设施

50000 新郑市

20
郑州诚中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加工优质原粮8000吨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多层工业生产厂房、原粮仓、工
作塔及相关配套设施

18000 新郑市

21
郑州 (国际)工程机械产业
园二期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 55115 荥阳市

22

天凯东南绿色建筑科技 (河
南)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装
配式钢结构件及管桁架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5.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楼及员工宿舍楼等 105000 荥阳市

23
河南威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人
造金刚石单晶及超硬材料合
成配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13亿克拉人造金刚石单晶、
200万套超硬材料合成配件生产线

25000 荥阳市

24
郑州华工机械有限公司农机
配件生产线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年加工6000台 (套)农
机配件生产线 16000 荥阳市

25
郑州珀菲特实业有限公司高
精密硬质合金齿轮传动装置
生产线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年产2万台 (套)高精密
硬质合金齿轮传动装置生产线 14500 荥阳市

26

河南五宝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平方米LED高清显示
屏、20万平方米道路智能交
通指示标牌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年产15
万平方米高清显示屏及20万平方
米道路交通标识标牌

20000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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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河南国伟玻璃有限公司年产
40万平方米节能中空玻璃和
40万平方米门窗及幕墙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26000 新密市

28

郑州利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建
设年产4万吨新型纳米保温
耐磨结构件和10万平方米纳
米绝热板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车间、纳米绝热结构件生
产线及绝热板生产线

20000 新密市

29
郑州德尔信钨钼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300吨陶瓷合金新材
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办公楼等 11000 登封市

30 登封市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新型纳米材料研发中心、产业孵
化中心、工业产品展示中心、新材
料物流集散中心、综合配套服务中
心等

80000 登封市

31
郑州登电玄武石纤有限公司
年产50000吨连续玄武岩纤
维项目

总建 筑 面 积 5 万 平 方 米,年 产
50000吨玄武岩纤维生产线 50000 登封市

32
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 (出版
发行项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包装中心、分拨中心、仓库 101800 中牟县

33
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 (物资
贸易项目)

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仓库、作业区及相关配套设施 18200 中牟县

34
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 (数字
印刷项目)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生活服务设施及数字印刷
生产区

102200 中牟县

35
河南盛誉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万吨高品质阀门生产项目

总建筑面积2.7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生产车间、科研及办公用房 10000 上街区

36
郑州海王微粉有限公司年产
20架地效翼船项目

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厂房、实验厂房、总装厂房 110000 上街区

37
郑州晋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800万套家电配套塑料
制品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办公研发用房 100000 上街区

前期项目 (4个)

1
河南信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万片触摸屏 (TP)
高新技术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研发中心、生产厂房及
相关配套设施

12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河南凯瑞信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2400万个智能手机摄
像头高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研发中心、生产厂房和
配套员工生活区等

14700
郑州

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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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口可乐绿色智能工厂项目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绿色智能生产车间、智能物流仓
储、办公场所及配套设施

60000 郑州高新区

4
河南永登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铝型建材建设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总建筑面积2.9万
平方米,年产15万吨铝型建材 65000 登封市

(二)现代服务业项目 (112
个)

竣工项目 (19个)

1
郑州悦港置业有限公司锦荣
国际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4.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商务综合体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8130
郑州

航空港区

2
河南正商新航置业有限公司
正恒国际中国总部大厦项目

总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商务综合体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3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中铁十局郑州航空港置业有
限公司总部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19900
郑州

航空港区

4 方正 (郑州)金融中心
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金融办公楼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50000 郑东新区

5
郑州 市 卷 烟 物 流 配 送 中 心
(工商一体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联合厂房及生活配套设施,设计
仓储能力7.9万箱

29592 郑州经开区

6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
限公司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
体运营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物流配送、数字加工中心、信
息研发中心、电子商务及配送中
心、客户服务中心 (不含商品住宅
开发)

79800 郑州经开区

7
河南双汇冷易通食品配套项
目

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分拣车间和原料车间等 26043 郑州经开区

8
河南中部软件园置业有限公
司新科技市场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20.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智能化集成研发中心、软件研
发中心、科技创业孵化器、产品实
验室及检测中心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48000 金水区

9 奥马广场
总建筑面积26.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务和服务性公寓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40000 二七区

10 宏略明珠苑项目
总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办公商务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60000 中原区

11
河南光谷置业有限公司光之
谷商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光谷大电商总部基地、光谷中小
电商孵化创业园、光谷商业综合配
套区、光谷人才科研及产品服务区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300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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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巩义市恒星·时代金街项目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对
现有房屋进行改造,建设新零售商
业街

70000 巩义市

13
河南省飞宇置业有限公司雅
宇新天地商务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9.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办公楼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36259 巩义市

14
郑州好想你仓储物流有限公
司好想你分拣配送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12.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单层分拣厂房、仓库及相关配
套设施

96000 新郑市

15
河南梦祥纯银制品有限公司
梦祥白银文化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展厅、银制品电子商务网货基
地、旅游接待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12000 新密市

16
登封市东华镇乡村振兴隐耕
文化旅游项目

总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箕山旅游景点开发、旅客集散
服务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29500 登封市

17
郑州万邦实业有限公司农产
品交易区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农产品交易区、监控、恒温冷库
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80000 中牟县

18
郑州普上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普洛斯郑州上街物流园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13.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电子商务中心、汽车零配件分
拨结算中心、医药配送结算中心及
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56000 上街区

19
河南中鹏航空俱乐部有限公
司中鹏航空俱乐部1#楼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综合体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15000 上街区

续建项目 (65个)

1
丹尼斯航空港区购物中心项
目

总建筑面积16.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综合性购物中心及相关配套设
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河南新南洋产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南洋优鲜境外生鲜冷
链加工项目

总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境外生鲜产品加工转口区、国际
生鲜产品深加工区、冷链仓储物流
区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420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清德实业产业孵化园
总建筑面积11.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总部大楼、研发中心及配套商
业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郑东新区

4 星联中心
总建筑面积10.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酒店及办公楼等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65000 郑东新区

5 华信期货大厦
总建筑面积9.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100000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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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创智天地
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办公用房、商业用房及相关
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2000 郑东新区

7
河南九辰置业有限公司新田
印象商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总部办公、商务办公用房及商业
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00000 郑东新区

8 尚湖大厦
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酒店、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90000 郑东新区

9 黄河明珠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写字楼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3500 郑东新区

10
郑州欣宇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阳光商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51.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大型综合商场、酒店及附属设
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620000 郑州经开区

11
河南中地康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五星级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
含商品住宅开发)

140000 郑州经开区

12
河南建业郑经置业有限公司
建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22.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办公楼、多媒体中心、酒店及
附属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365000 郑州经开区

13 高新文化广场 (二期)
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商业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郑州高新区

14
河南太极汇生科技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太极文化健康产
业园

总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企业研发基地、服务加速器、公
共服务及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
开发)

40000 金水区

15
河南辉瑞生物医电技术有限
公司医疗电子产品科研中心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检 测 中 心、实 验 楼、交 流 展 示
厅、培训中心、综合楼、研发中心
楼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6000 金水区

16
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榕基软件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14.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软件研发基地、营销中心、客
服中心、体验中心等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60000 金水区

17
郑州顺德置业有限公司丹尼
斯陈砦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商务写字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金水区

18
河南省尚建置业有限公司郑
州市万熙天地西苑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商务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15420 金水区

19
河南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银基风尚大厦项目

总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商业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5000 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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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张家村村民安置商务建设项
目 (瀚宇天悦城七号院)

总建筑面积13.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商务办公楼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88000 金水区

21
河南吉昆置业有限公司863
物流软件与电商孵化器项目

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企业孵化中心、开发运营中心、商
业配套中心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43000 金水区

22 招商蛇口凤湖商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用房、市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7000 二七区

23 五建新街坊
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60000 中原区

24 紫韵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27.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务办公楼、商业用房及相关
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02913 中原区

25 中晟名车汇中心
总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办公用房及配套设施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60000 中原区

26 奥体城游乐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服务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93993 中原区

27 新亚商务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13.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金融用房及相关配套设
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60000 管城回族区

28 绿都广场商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36.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集高端创新型写字楼、创新型
商业为一体的商业中心综合体 (不
含商品住宅开发)

156000 管城回族区

29 富力建业凯悦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商务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55000 惠济区

30 璀璨商务中心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161000 惠济区

31 正弘智空间
总建筑面积8.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写字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
含商品住宅开发)

25266 惠济区

32
巩义市海上桥艺术创作基地
项目

主要建设艺术家创作区、文化艺术
馆、青少年活动中心、艺术实习、
高校美术实习接待中心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

60000 巩义市

33
巩义市正上置业有限公司正
上·豪布斯卡商业项目

总建筑面积28.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务、金融、休闲娱乐、餐饮
用房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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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巩义市浩创优尚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城市商业综合体 (不含商品住宅
开发)

95000 巩义市

35 巩义市石窟文化旅游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参禅礼佛、休闲养生、石窟观
光、民俗展示、文化娱乐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智慧型旅游景
区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20000 巩义市

36
巩义市南岭敬时山谷博物馆
集群项目

主要建设大象陶瓷博物馆、金石博
物馆、核桃文化馆、三间堂综合博
物馆、国学堂博物馆、金石文化研
究院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100000 巩义市

37 巩义市丰源农庄项目
主要建设农业种植示范区、餐饮、
民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15000 巩义市

38 巩义市安联商业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写字楼、商业裙房等 (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150684 巩义市

39
河南金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金路工业互联网平台项
目

主要建设金路工业互联网平台、智
能化展厅、综合服务设施等 50000 巩义市

40 巩义市正商五星级酒店项目
总建筑面积15.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五星级酒店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3000 巩义市

41
郑州天健实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宋城御街项目

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用房、步行街及相关配套设
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9000 巩义市

42
巩义市涉村镇大南沟美丽乡
村项目

主要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大南沟故
事汇、农耕文化体验中心、康养乐
园、黑金工坊、民间艺术馆等

10000 巩义市

43
郑州华南城盛世广场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公寓、行政办公楼及相关配套商
业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80900 新郑市

44
河南腾达畅正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物流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34.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大型现代化自动化仓储区、货
物中转区、行政办公区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91057 新郑市

45
奔驰汽车文化产业园暨万通
企业总部项目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综合体、企业总部、二手车
销售服务中心及奔驰相关的其它产
品展示销售中心等

52000 新郑市

46
中央储备粮新郑直属库有限
公司物流仓储项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浅圆仓20座及相关配套设施 37011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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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河南世康中基实业有限公司
国际康体单车运动智慧城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天昊体育中部港、单车物流中
心、物流 配 送 中 心、单 车 研 发 中
心、涂装设计中心等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24500 荥阳市

48
新密文化生态示范区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60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文化生态区、艺术文化展览区、
医疗卫生服务区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50000 新密市

49 新密市伏羲古镇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休闲旅游、健康养老、特色商业
街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50000 新密市

50
新密市山生有杏餐饮文化有
限公司伏羲山生有杏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零售商业、批发、餐饮、旅馆及
相关配套设施

12000 新密市

51
联东U谷*新密曲梁科技创
新谷

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 50000 新密市

52 中原国际慢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酒店、文化娱乐设施、伏羲景观
广场、居住配套设施等 (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219374 新密市

53
新密市袁庄生态新城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127.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养生社区、艺术文化公园、农
业体验园、健康廊道、景观步行带
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146000 新密市

54
郑州万向蓝城颐乐地产有限
公司蓝城桃花源颐养养老示
范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颐乐学院、养老公寓、康复护理中
心、康 乐 中 心、老 年 图 书 馆、酒
店、度假养生合院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70000 新密市

55 中岳文化旅游保护开发项目
主要改造道路10.9公里、景观绿
化73.6万平方米、建筑改造18.2
万平方米

110501 登封市

56 绿地嵩山特色小镇项目

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文化旅游景区、特色商业区、
商务酒店、康养度假及相关配套设
施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60018 登封市

57 花舞嵩山农旅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花卉观赏区、风情美食街、儿童
探索乐园、度假酒店、DIY工坊、
丛林探索王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
发)

250000 登封市

58
河南袁桥古村落保护与发展
旅游项目

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主要对
袁桥古村落进行修缮改造及文化保
护

38000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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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郑州城建科技广场
总建筑面积11.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科技研发、办公用房及相关配
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6000 中牟县

60 悉合创谷
总建筑面积13.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务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3000 中牟县

61 建业宝石博览园
总建筑面积59.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酒店、商业及写字楼等 (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480000 中牟县

62 融信城市之窗
总建筑面积26.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96000 中牟县

63 金世纪建国饭店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酒店、商业、办公楼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80000 中牟县

64 盛宝·总部公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46000 中牟县

65
河南正商金铭置业有限公司
通航商务金融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办公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12902 上街区

拟开工项目 (24个)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公司郑州航空邮件处理
中心

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分拣中心、自动化立体库及部分生
产辅助用房

344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安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公寓楼、行政办公楼及相关配套
设施

3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郑卢双枢纽航空物流基地项
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跨境E贸易综合保税物流中心、
卡车转运中心、航空物流中心和综
合服务中心

39250
郑州

航空港区

4 东润城白沙商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52.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综合体、公寓、办公写字
楼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60000 郑东新区

5 中原总部基地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企业总部共享中心、产业聚集
区、政务商务交流平台等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250000 郑东新区

6 碧桂园科创中心
总建筑面积16.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综合体、写字楼及相关配
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10000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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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橙联跨境电商项目
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分拣配送中
心、立体库、综合服务楼等

35000 郑州经开区

8
河南泓继实业有限公司综合
物流园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仓库及附属配套设施 35000 郑州经开区

9 郑州天健湖智联网 (南区)

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创新发展中心、智联网应用综合
楼、智联网产业链基地等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193694 郑州高新区

10 智慧产业园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高新智慧产业园综合楼及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99000 郑州高新区

11
河南申泰实业有限公司申泰
中原印象广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1.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务办公、康体娱乐、零售商
业及公共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
开发)

350000 金水区

12
河南玉利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玉利大厦项目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办公、教室、会议室、职工宿
舍等于一体的综合楼 (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50000 金水区

13 郑州市盛润商业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57.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商务性用房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86263 二七区

14 河南郑州国际汽车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高端汽车4S店建筑群、多功能
商业体、汽车氧吧体验公园、酒店
式公寓、一站式服务综合体等 (不
含商品住宅开发)

350000 二七区

15 豫锦苑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用房及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50000 管城回族区

16 信合·郑州国际眼镜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5.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金融、零售商业、餐饮、旅
馆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5484 惠济区

17 建业电子商务大厦
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电子商务、金融服务、零售用房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7200 惠济区

18
巩义市聚期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五指岭旅游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宾馆、公 寓、民 宿、农 副 产 品 展
厅、研学电子商务基地及相关配套
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5000 巩义市

19
巩义云星置业有限公司云星
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办公楼、商业公寓及相关
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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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巩义市吴沟山水隐庐微度假
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核心公共服务区、精品民宿区、高
端隐奢民宿区、公共活动娱乐区、
健康养生休闲区、自然研学活动区

12000 巩义市

21
汉华 嵩 山 文 化 旅 游 度 假 区
(商业)

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
馆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8000 登封市

22 《传奇少林》演艺项目
总建筑面积0.3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传奇少林》旅游演出剧目剧
场

18000 登封市

23
建业嵩岳府五期 (中岳文化
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旅
馆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9600 登封市

24
郑州临空科技园有限公司郑
上科技创新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办公、研发培训机构、智能
科技、会展、星级酒店及物业配套
服务设施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0000 上街区

前期项目 (4个)

1
河南省盛祥置业有限公司金
盛商贸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8.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综合体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80000 二七区

2
商都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项
目

总建筑面积4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文化创意馆、文化创业成果展示
馆、电子商务馆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6500 管城回族区

3
河南漫说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寒舍·轩辕夜游谷项目

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接 待 大 厅、文 化 主 题 民 宿、书
吧、养生餐厅、田园花海、四季果
林、全息 水 秀、彩 灯 交 互 艺 术 体
验、轩辕胜境光影秀 (含美食文创
街区)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300000 新郑市

4
和乐新生活养老产业有限公
司国医大观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中医医疗街区、中医药养
生康复区、中医药文化公园、中医
药养老公寓、中医院住院部及相关
配套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74000 荥阳市

(三)现代农业项目 (1个)

续建项目 (1个)

1
河南地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巩义市农业循环经济生态园
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主 题 公 园、温 室 大 棚、开 心 牧
场、中央厨房、人工湖、塘坝及配
套基础设施等

20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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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项目
(18个)

(一)双创平台项目 (8个)

竣工项目 (1个)

1
河南中原科创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中原科创产业园一期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信息化厂房、科研总部及相关配
套设施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80000 上街区

续建项目 (4个)

1
坤鼎中原国际科技企业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厂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80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建业之窗经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39.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国际创新服务区、企业总部和
研发中心、工业4.0产业园、大数
据产业园及相关配套设施 (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300000 郑州经开区

3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香精香料工程研究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实验楼、糖香料制备车间、中试
车间、综合库及配套设施

21908 郑州经开区

4
郑州启迪置业有限公司郑州
启迪科技城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1.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孵化器、加速器、总部基地、
研发中心、科技金融中心、技术转
移中心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53000 金水区

拟开工项目 (2个)

1
河南汇众云安科技园有限公
司河南省云科技园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云科技企业孵化器、云科技企业
加速器、云安全研究中心、云科技
培训中心、云科技园及附属设施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43000 金水区

2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创新
创业综合体 (一期)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27.3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创新创业综合体A、B区及配
套市政道路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50000 荥阳市

前期项目 (1个)

1 联东U谷-科技总部港项目

总建筑面积13.5万平方米,以电
子信息、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导产
业,打造成聚合生产制造、研发设
计、中试成果转化、生产企业总部
和生产配套功能于一体的都市型产
业示范基地

100000 二七区

(二)研发平台项目 (10个)

竣工项目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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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泽实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大
厦

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物医药研发及技术交流中心等 32000 郑东新区

2
郑州弗雷森国家级机械工程
技术中心

总建筑面积8.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机械工程技术研发、教学、学
术交流于一体的科教办公楼 (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42200 郑东新区

3

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
限公司基于自主知识产权计
算机框架的通用智能图像识
别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租用场地0.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平台关键技术研究、图像大数据深
度训练、慧眼检测监测服务等为一
体的智能化服务云平台

10000 郑州高新区

4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研究
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实验楼、科技主楼及厂区配套设
施等

38462 金水区

续建项目 (3个)

1
河南跃利电器有限公司研发、
生产基地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BCM车身电器控制系统、汽车总
电源 管 理 控 制 系 统 和 连 接 系 统、
CAN总线及汽车电子、电器控制
单元研发生产基地

10000 郑州高新区

2
郑州郑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研发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车间及相关配套设施 21691 郑州高新区

3
郑州明泰实业有限公司新建
研发办公楼二期工程

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研发办公楼及裙楼 20000 郑州高新区

拟开工项目 (2个)

1
郑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0.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从事医疗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等

25000 二七区

2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交
通科技产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交通科技产业中心总部大楼、交通
人才培训中心及配套商业设施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20000 中牟县

前期项目 (1个)

1
河南大华安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BDS智慧安防研发生产
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智慧安防核心硬件研制和生产、平
安城市公共安全的平台建设等

30000 郑州高新区

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28
个)
(一)交通项目 (15个)

竣工项目 (3个)

1
荥阳市飞龙路 (陇海路北辅
道—健康大道)道路工程

全长2.1公里 11297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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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荥阳市健康大道 (织机路—
桃贾路)拆迁段补充修建工
程

全长1.5公里 10469 荥阳市

3
荥阳市京城西二路 (陇海西
路—康园路)道路工程

全长0.7公里 9519 荥阳市

续建项目 (8个)

1
郑州高铁南站主体站房配套
工程四个中心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空铁换乘中心、旅游集散中心、
高铁物流中心、长途客运中心及高
铁地下物流通道

47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航空港区滨河西路快速化工
程

全长26.1公里,主要建设城市快
速路,红线宽度79米,设计行车
速度60公里/小时,双向十车道

770215
郑州

航空港区

3 G107线东移 (郑开交界至炎
黄大道段)新建工程

全长9公里,八车道一级公路技术
指标,路基宽43.5米,设计行车
速度100公里/小时

37913
郑州

航空港区、
新郑市

4
郑东新区明理路与连霍高速
公路立交工程

主要建设分离式立交一座,改造连
霍高速公路主线长90米,新建被
交道明理路92.2米

5081 郑东新区

5
郑东新区鸿苑路与连霍高速
公路立交工程

主要建设分离式立交一座,改造连
霍高速公路主线长100米,新建被
交道鸿苑路62.5米

8301 郑东新区

6
连霍高速公路郑州市迎宾路
出入口新建工程

主要建设互通式立交一座,新建匝
道2091 米,改 建 连 霍 高 速 公 路
1045米,桥梁651米/5座

25408 郑东新区

7
县道021 (马米路)与西南
绕城高速公路互通式立交工
程

主要建设互通式立交一座,新建匝
道3008米,改建道路540米,修
建保通便道1612米

33101 荥阳市

8 中牟县汽车客运南站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站前广场、停车场、发车位及相
关配套设施

13006 中牟县

拟开工项目 (1个)

1
荥阳市道路工程打捆项目 (7
个)

全长20.8公里,主要建设京城西
一路 (陇海路—高铁南二路)、棋
源路 (高铁路—陇海西路)、高铁
路 (京城南路—塔山路)、陇海西
路南辅道 (京城南路—塔山南路)、
荥泽 大 道 (站 南 路—中 原 西 路)、
索河路 (广武路—荥泽大道)、荥
泽大道上跨郑西高铁立交桥等7条
道路及相关配套设施

134248 荥阳市

前期项目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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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李庄火车站站房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地下一层铁路站场、地面
站房及相关配套交通设施 1940000 管城回族区

2 G207线登封境改建工程
全长17.5公里,双向四车道一级
公路 137275 登封市

3
S541郑州市南四环至 G343
连接线新建工程 (南四环至
G310段)

全长10.9公里,利用在建道路3
公里,新建道路7.9公里 80800

二七区、
新郑市

(二)能源项目 (9个)

竣工项目 (3个)

1
郑州市城市电网竣工打捆项
目

主要建设220千伏香草、名都扩、
官凤断面、桐柏、刘湾、少典、博
文扩、经纬送出、盛园、巩中、密
北、北郊、荥南、嵩徐线、东北部
电网 完 善、豫 兴、东 南 电 网、荥
中、绿源、花马;110千伏二里岗、
花港、苑陵、枣林、京广、晟和、
香草 送 出、桐 柏 送 出、龙 湖、迎
春、新田、安庄、园艺、张河、天
和、腾飞、河苑、康德、园博、太
行、夏荷、三王庄、瀚海送出、博
睿、卢店、干沟、站马屯、惠民、
金达、姚家、郑裕、关陈、青屏、
开阳、花园、奋斗、常范线、刘湾
送出、金洼、悦和、北郊送出、密
北送 出、阳 城、海 洋、新 庄、诚
信、雁鸣、枫林、古城、范庄、开
发、绿竹、融创、霄庄、朱屯、新
生、西 关、松 柏、花 天 线、谢 牟
线、荥南送出、荥西、天中、华电
富士康、中油、航西、梨河送出、
紫荆、天 和 电 气、贤 文 电 气、柳
林、滨河断面、未央送出、西流湖
迁改、柳林迁改、龙湖迁改共97
个项目

742122
郑州市

有关区县
(市)

2
金岱变高压架空线入地改迁
项目

全长11.5公里,主要对金岱变南
北高压架空线路入地改造 81200 管城回族区

3
豫中 LNG 应急储备中心项
目及配套管道

主要建设规模为2万立方米 (水容
积)的LNG储气设施及配套互联
互通管道,总储气能力1200万立
方米

51800 中牟县

续建项目 (5个)

—72—



1
郑州市城市电网续建打捆项
目

主要建设220千伏马头岗、望东、
创新、圃田、高科、雄关、新城、
祥营、马寨、化工、道庄、少室、
祥阳、衡山、紫东、人文、郁金、
新港、密南、枣园;110千伏十八
里河、尖岗、明珠、圃田送出、汉
赋、庙李、高皇寨、密林、盆刘、
关虎屯、星火、新城送出、杏园、
陈寨、望东送出、中纬、小乔、万
滩、祥营 送 出、登 封 垃 圾 电 厂 送
出、锦绣、科源风电场送出、正兴
环保送出、金菊、蔷薇、惠秀、新
港、芙蓉、兴隆、河湾、铁庄、垂
柳、海棠、马寨送出、雄关送出、
高科送出、绿源送出、道庄送出、
荥中 送 出、马 头 岗 送 出、衡 山 送
出、创新送出、祥阳送出、豫兴送
出、占扬、朱屯、新龙路迁改共67
个项目

573086
郑州市

有关区县
(市)

2
华电富士康郑州分布式能源
站工程

总装机容量8.1万千瓦,形成约90
吨/小时供汽能力 62300

郑州
航空港区

3
华润电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项目

总装机容量108兆瓦,形成216吨
/小时供汽能力 70881

郑州
航空港区

4
郑州航空港区新建电力工程
打捆项目

主要建设梅河公园供配电、110千
伏南站输变电、园博园西四街所、
孙武路所、工业三路所、仓储八街
所、工业十路一配至工业九路一配
电缆、航田手机产业园 A区一期、
二期开闭所线路改造、前程东路二
配等工程

13579
郑州

航空港区

5
中广核登电登封马岭山风电
场工程项目

主要建设25台单机容量3.2兆瓦
风力发电机组,配套一座110千伏
升压站,总装机80兆瓦

80469 登封市

拟开工项目 (1个)

1
郑州市城市电网开工打捆项
目

主要建设500千伏郑州电网优化、
武周—港区东、马寺—惠济、郑州
电网优化、220千伏港区东送出、
建新送出、登封城区、徐耿增容、
嵩博增容;110千伏新港送出、枣
园送出、人文送出、花马送出、郁
金送出、少室送出、密南送出、紫
东送 出、巩 中 送 出、峻 极 间 隔 扩
建、唐彩电源完善、迎春、富康、
荥西、柿 树 湾、国 庄、岳 岗、孙
庄、龙亭、登封大金店镇风电场送
出、巩义市小关镇风电场送出、巩
义市涉村镇风电场送出、郑州 (西
部)环保能源工程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送出、郑州轨道交通10号线、
12号线配套间隔扩建共33个项目

117289
郑州市

有关区县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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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项目 (4个)

拟开工项目 (3个)

1 登封市水磨湾水库工程
总库容972万立方米,主要建设挡
水坝、溢流坝、放空排沙底孔等 31527 登封市

2
郑州市索须河汇合口上游至
弓寨大桥段生态提升工程

全长4.5公里,主要建设河道疏
挖、配套 拦 蓄 水 建 筑 物、地 形 整
理、景观绿化等

35647 惠济区

3 贾峪河生态治理工程
全长2.0公里,主要建设河道防洪
治理、生态修复、景观营造、水文
化馆及相关配套设施

45262 中原区

前期项目 (1个)

1
花园口引黄干渠改造提升工
程

全长37.1公里,主要对花园口干
渠渠道进行改造提升、生态修复 68803 惠济区

五、新 型 城 镇 化 项 目 (42
个)
(一)中心城市建设项目 (25
个)

续建项目 (19个)

1
郑州航空港区 “三项工程一
项管理”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4条,全长15.8
公里;拆旧建新小区31个 3466152

郑州
航空港区

2
郑东新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
理”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4条,全长36
公里;棚户区改造2个小区、安置
房建设3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24
个;综合改造城乡结合部27平方
公里

1005847 郑东新区

3
郑东新区107辅道 (新龙路—
七里河北路)综合管廊工程

主要建设综合管廊约7.15公里,
支线管廊约0.75公里及综合管廊
监控室一座

126049 郑东新区

4
郑州经开区 “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 改 造 城 市 道 路36条,全 长
35.81公里;棚户区改造15个小区 3177223 郑州经开区

5
郑州滨河国际新城综合开发
项目

主要建设学校、市政道路、桥涵、
绿化、体育公园、市政照明、综合
管沟、水系及土地平整和其它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

1855000 郑州经开区

6
郑州高新区 “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8条,全长23.7
公里;棚户区改造10个社区、安
置房建设34个小区、老旧小区改
造10个

3706342 郑州高新区

7
金水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 改 造 城 市 道 路 7 条,全 长
38.72公里;支路背街改造26条,
全长29.71公里;棚户区改造78
个社区、老旧小区改造376个;综
合改造城乡结合部15平方公里

3615969 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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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全长134公里,主要建设景泰路、
金宝路、鸿业路等67条道路工程、
雨水工程及相应附属设施

432897 金水区

9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景观绿化
项目

总长150.4公里,主要建设65条
道路绿化及城市公园、街头绿地等 173755 金水区

10
二七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 改 造 城 市 道 路27条,全 长
79.3公里;安置房建设37个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467个;综合改造城
乡结合部113平方公里

3233126 二七区

11
二七区南部产业片区基础设
施打捆项目

全长185公里,主要建设天泰路、
南桂路、南溪路、京广路辅道、双
铁路等市政道路106条

666715 二七区

12
中原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6条,全长42.3
公里;安置房建设53个小区、老
旧小区改造34个;改造城乡结合
部68.9万平方米

9267318 中原区

13
管城回族区 “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 改 造 城 市 道 路43条,全 长
71.8公里;棚户区改造45个小区、
老旧小区改造162个;综合改造城
乡结合部2万平方米

4136005 管城回族区

14
惠济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38条,全长90
公里;拆旧建新老旧小区27个、
改造老旧小区28个;综合改造城
乡结合部158.3平方公里

5586499 惠济区

15 惠济区道路工程打捆项目

共建设101条道路,全长166.8公
里,其中:红线宽度25米以上道
路50条,长113.8公里;红线宽
度25米以下 (含25米)道路51
条,长53公里

406901 惠济区

16 郑州渠南路快速通道工程
全长27.05公里,规划红线宽60
米,双向六车道,设计行车速度60
公里/小时

723538
郑州高新区、

二七区、
中原区

17

郑州市 “一环十横十纵”示
范街道整治提质工程中原路
(西四环至东四环)项目二七
广场隧道工程

全长1.37公里,主要建设主线隧
道、地面道路及雨污水强弱电等相
关配套设施,设计行车速度40公
里/小时

79500
二七区、

管城回族区

18 郑州市桥南水厂工程
建设规模15万立方米/日,主要建
设取水、输水、净水及配水工程 58462 郑东新区

19 郑州市龙湖水厂工程
建设规模20万立方米/日,主要建
设取水、原水管道、净水厂及配套
清水管线工程

88864 郑东新区

拟开工项目 (6个)

1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区域
供冷供热项目

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龙湖金融中心区域集中供冷供热
设施

72703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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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原区须水河核心板块道路
打捆项目 (10个)

全长8公里,主要建设富贵路、百
泉路、白寨路、常州路、琼州路、
谨行 街、求 知 街、中 原 西 路 南 辅
道、中原西路北辅道、御马路等10
条道路

15000 中原区

3
管城回族区城市道路基础设
施打捆项目 (29个)

全长26.8公里,主要建设冯庄东
路、长江东路等29条道路城市基
础设施

91800 管城回族区

4
二七路、太康路地下空间开
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人行通道、人防设施、非机动车
停车场及配套商业设施

240000 管城回族区

5
郑州市彩虹桥及接线拆解与
新建工程

全长1.9公里,规划红线宽74~91
米 191584 惠济区

6
郑州市紫荆山路—长江路组
合立交工程

全长2公里,双向6车道 150000 管城回族区

(二)县城提质项目 (17个)

竣工项目 (3个)

1
登封市体旅融合文化旅游项
目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体育馆、赛事中心与游客集散服务
中心及配套市政道路

65099 登封市

2 登封城区供热管线工程
集中供热面积600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供热管网21.4公里及270兆
瓦隔压换热站等相关配套设施

42942 登封市

3
上街区生态新城路网建设打
捆项目 (4个)

全长4.5公里,主要建设毓秀路、
博文路西延、锦江路西延、丹霞路
南延等4条道路及其配套雨污水管
线、交通、照明、绿化等附属工程

26322 上街区

续建项目 (8个)

1
巩义市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 改 造 城 市 道 路27条,全 长
33.5公里;安置房建设22个小区、
综合改造老旧小区48个

898637 巩义市

2
新郑市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10条,全长13
公里;综合改造老旧小区37个;
综合改造城乡结合部162平方公里

1759500 新郑市

3
荥阳市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13条,全长15
公里;棚户区改造10个小区、老
旧小区改造20个;综合改造城乡
结合部3平方公里

2040000 荥阳市

4
新密市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18条,全长47
公里;安置房建设3个小区、综合
改造老旧小区15个;综合改造城
乡结合部6.8平方公里

192181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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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登封市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18条,全长107
公里;棚户区改造6个小区、老旧
小区改造20个;综合改造城乡结
合部5.69平方公里

1292745 登封市

6
中牟县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及棚改安置工程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5条,全长25.3
公里;安置房建设12个小区 1179189 中牟县

7
郑州荥阳健康园区集中供热
管网一期工程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热力管网39.4公里、热
力站106座 49449 荥阳市

8 新郑市西关桥新建工程
全长0.62公里,红线宽55米,主
要建设桥梁、引道、雨水、照明工
程

27516 新郑市

拟开工项目 (6个)

1
罗垌水厂配套调蓄池建设项
目

主要建设年处理饮用水5840万立
方米调蓄池 31178 荥阳市

2
荥阳城市建成区背街小巷雨
污分流工程

主要铺设雨污水管网30公里 12181 荥阳市

3
荥阳市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补
短板项目

主要建设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垃圾
分类暂存点及相关配套设施 11511 荥阳市

4
荥阳市西南片区综合集中供
热工程设施建设项目

新建供热管网管线133.1公里 105211 荥阳市

5 荥阳市南部城镇供水工程
主要建设贾峪镇供水厂一座,供水
规模10万吨/日,铺设管网26公
里

22000 荥阳市

6
上街区 “三项工程一项管理”
项目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3条,全长3.4
公里;综合改造老旧小区16个 10539 上街区

六、生态环保项目 (18个)

(一)生态建设项目 (9个)

竣工项目 (1个)

1
金水区东风渠 (三全路至贾
鲁河段)综合提升工程

全长2.7公里,主要对东风渠 (三
全路至贾鲁河段)进行综合整治提
升

10020 金水区

续建项目 (2个)

1 巩义市伊洛河治理工程

治理河道总长16.2公里,主要建
设干流及支流回水段堤防工程、险
工处理工程、控导工程、排涝建筑
物工程和跨河桥梁工程等

33529 巩义市

2
河南嵩北国家级森林公园创
建项目

规划总面积2838公顷,主要建设
嵩北片区、五指岭片区和蟠龙山片
区

30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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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 (6个)

1
郑州市潮河上游南曹村桥至
小魏庄水库段生态治理项目

全长5.75公里,主要建设河道疏
挖、生态治理、拦蓄水建筑物、配
套桥梁、管理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

50000 管城回族区

2 管城回族区大生态提升项目
主要建设遗址公园、公园游园、道
路绿化提升 186103 管城回族区

3
惠济区东风渠景观绿化带工
程

全长4.8公里,主要对东风渠 (贾
鲁河—索须河)段进行整治提升,
建设景观绿化、慢行系统、休闲节
点、商业引入等

42000 惠济区

4
新郑市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
综合整治试点县项目

治理水系35公里,主要对潮河、
黄水河、潩水河三条水系进行综合
整治

45151 新郑市

5
老观寨水库区域生态修复项
目

清淤扩容开挖212万立方米,安装
智能监控设施 14527 新郑市

6
贾鲁河尖岗水库大坝至南四
环桥段 (一期)工程

主要建设河槽开挖、水面整治、岸
坡护砌、新建桥梁工程、生态环境
修复与提升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19903 二七区

(二)循环经济项目 (9个)

竣工项目 (1个)

1
荥阳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日处理餐厨垃圾50吨、
市政污泥40吨生产线 9730 荥阳市

续建项目 (3个)

1
巩义市米河镇污水资源化利
用工程

主要建设镇区污水处理厂、小里河
污水处理厂、草店污水处理厂,实
施河道生态治理9公里

10000 巩义市

2
河南省金图报废机动车回收
拆解有限公司年回收拆解报
废机动车3万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预处理、拆解、存储专用厂房及
其它辅助设施

22000 登封市

3
郑州市马头岗污水处理厂厂
外再生水管线工程

路径全长5公里,采用双排管敷
设,管径DN1600,供水规模30万
吨/日

19582
郑东新区、
金水区

拟开工项目 (5个)

1 郑州 (西部)环保能源工程
总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日处理4500吨生活垃圾生产
线

350645 荥阳市

2
登封电厂集团铝合金有限公
司年回收拆解20万辆报废车
辆项目

总建筑面积2.86万平方米,年拆
解20万辆报废汽车 22000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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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封海中环保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
废危废工程

利用现有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
线,新建年处理10万吨水泥窑协
同处置固废危废的生产线

11748 登封市

4
上街区生活垃圾分拣及第三
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3
万吨/日,区级垃圾分拣中心一座,
分拣能力136吨/日

33646 上街区

5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
工程

管线全长205.4公里,主要建设水
源泵站、中途提升泵站,输送再生
水能力45万吨/日

182000

郑东新区、
郑州经开区、
郑州高新区、

中原区、
二七区、

管城回族区、
金水区、
惠济区

七、民 生 和 社 会 事 业 项 目
(97个)

竣工项目 (18个)

1
郑州航空港区旭港置业有限
公司护航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6.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消防
调度与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特勤消
防站、应急救援中心及其它办公用
房

39000
郑州

航空港区

2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
卫生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卫生监督用房、采供血站用房、
疾控中心用房、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中心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10554
郑州

航空港区

3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新建
养老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3.4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550张,主要建设养护院、医养
院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14817
郑州

航空港区

4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郑东学校
项目

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区、教育科研
及体育生活区等

160000 郑东新区

5
郑东新区中小学建设打捆项
目 (2个)

总建筑面积11.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郑东新区薛岗街二中、彩云路
小学项目

64000 郑东新区

6
市民体育公园及地下空间人
防工程

总建筑面积10.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市民体育公园 94498 郑东新区

7
郑州市青年人才公寓经开惠
金河项目一号院

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年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65000 郑州经开区

8 郑州海洋生物博物馆项目
总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极地动物馆、小丑鱼世界、鲸豚表
演剧场等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8000 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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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七区青年人才公寓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年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10507 二七区

10 郑州朗辉医院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400张,主要建设门诊楼、医技楼、
住院楼、办公及相关配套设施等

56000 中原区

11
黄河科技学院新校区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11.1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实训楼、实验楼、生活福利及
其附属用房

19000 管城回族区

12
郑州师范学院学生宿舍扩建
工程

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学生宿舍楼 7361 惠济区

13
登封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二
期)

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体育馆、特色餐厅、学生宿
舍、田径运动场等

22000 登封市

14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急救
站门诊医技综合楼、病房楼
项目

总建筑面积7.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门诊急诊医技综合楼、病房楼及
相关配套设施

33580 上街区

15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高中部
东校区

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36493 郑东新区

16
郑州市第四中学高中部新校
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39882 惠济区

17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二期工
程 (心血管病房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400张 10967 郑州经开区

18
郑州商业技师学院高技能人
才公共实训基地综合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专业实训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 13285 荥阳市

续建项目 (40个)

1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教育能力
提升打捆项目 (11个)

总建筑面积53.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北大金秋高级中学、区属高级
中学、滨河西路小学、河东四号安
置区第二小学、河东四号安置区中
学、河东六号安置区学校、双鹤湖
一街小学、河东五号安置区学校、
郑港一路小学、长空路小学、益智
学校等11个学校项目

357762
郑州

航空港区

2 河南省实验中学
总建筑面积15.8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楼、行政办公楼、操场、
地下停车场等

78238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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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东 新 区 中 小 学 打 捆 项 目
(19个)

总建筑面积58.1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郑东新区文苑学校、华水小
学、玉溪一小、玉溪路幼儿园、金
光路幼儿园、龙华二幼、凤阳幼儿
园、凤阳中学、永昌路小学、白杨
路小 学、丰 盈 路 中 学、敬 业 路 小
学、雍华路小学、镇兴路中学、商
都路小学、润丰中学、润丰小学、
雁岭小学、艺慧街小学项目

380000 郑东新区

4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郑州启佳
学校

总建筑面积19.7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
个校区

202100 郑东新区

5
郑州 经 开 区 学 校 打 捆 项 目
(14个)

主要建设智通小学、龙飞小学、育
才小学、朗星小学、朝凤路第二小
学、锦绣小学、滨河第三小学、锦
祥小学、瑞春小学等9所小学和龙
飞中学、育才中学、第七中学、滨
河中学、第八中学等5所中学

220828 郑州经开区

6
登封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航
睿苑 (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30.1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租赁住宅建筑、租赁用商业及
配套建筑、小型公寓等

100000 郑州经开区

7
郑州高新飞双湖博物馆聚落
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铜馆、陶瓷馆、古建馆、拓片
馆、石刻馆、佛造馆、家具馆、陶
瓷标本馆、青瓷馆、古乐器馆等10
个博物馆

90000 郑州高新区

8 金水区敬老养老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99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500张,主要建设敬老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18128 金水区

9
金水区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

新建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0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对现有21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提质升级

23700 金水区

10 金水区总医院应急能力提升

总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主要
对急诊、重症、发热门诊、隔离病
区、医疗技术等软硬件升级改造和
15家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软硬件升级

42771 金水区

11 郑州电视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16.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演播区、技术区、编辑区等 129478 中原区

12
郑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期
工程

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老干部党校、老干部大学、游泳
馆、地下车库、后勤及设备用房等

15081 中原区

13 康泰国际养老中心

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设计床
位1099张,主要建设护理康复楼、
老年公寓楼、养老活动中心、办公
及配套用房

39965 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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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郑州广播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7.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融合媒体直播中心、广播技术
区、全媒体策划指挥运营中心等

62447 中原区

15
管城回族区市区两级人才公
寓项目

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年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94000 管城回族区

16 惠济区青年人才公寓项目
总建筑面积19.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青年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80000 惠济区

17 郑州正商职业学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56.6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多功能报告
厅、行政办公楼、宿舍及相关配套
设施

120000 巩义市

18 河南华世恒康医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500张,主要建设医院行政楼及
住院楼

50000 巩义市

19
巩义市中小学建设打捆项目
(5个)

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巩义市政通路学校、西城区初级
中学、鲁庄镇中心初级中学、涉村
镇中心小学、东区北片区高级中学
等5所学校

88500 巩义市

20
巩义市人民医院东区医院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门急诊医技楼、病房楼、科教综
合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148734 巩义市

21 巩义市人才实训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行政办公楼、教学楼、报告厅、
宿舍楼、餐厅、图书馆及相关配套
设施

31000 巩义市

22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原
郑州华信学院)机电工程学
院

总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实 验 楼、教 学 楼、行 政 办 公
楼、宿舍楼等

45000 新郑市

荥阳市京城高中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15.1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综合楼、教学楼、宿舍楼及相
关配套设施

66000 荥阳市

24
荥阳市老年活动中心新建项
目

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老年活动中心、室外门球场、多
功能中心广场、环形健身跑道及相
关配套设施

19300 荥阳市

25
北京 外 国 语 大 学 附 属 郑 州
(新密)外国语学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多功
能厅、宿舍楼、图书馆、学术交流
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100000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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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登封市文化体育中心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8.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万人综合体育场、网球中心、综
合体育学校、全民健身中心、赛事
服务中心及其它附属用房等

71373 登封市

27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登封
校区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6.2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学
生生活用房、教工生活用房、体育
场馆等

61000 登封市

28
登封市少林友谊学校建设项
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4.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综合
楼等

40000 登封市

29 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建设工程
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实验楼、行政办公楼、图书
馆、学生宿舍等

17500 登封市

30
郑州市殡仪馆迁建二期工程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殡仪楼、业务用房、地下车库及
相关配套设施

24947 二七区

31
郑州市金融学校地下停车库
项目

总建筑面积0.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地下停车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3850 中原区

32
郑州市第七中学高中部地下
停车库项目

总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地下停车库、设备用房及相关配
套设施

9842 金水区

33
郑州市第二中学政通校区改
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实验楼、办公用房、报告厅及相
关配套设施

4152 二七区

34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迁建项
目

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700张,主要建设门诊医技楼、
病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30015 荥阳市

35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传染病
综合救治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600张 35450 二七区

36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滨河院
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14.5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1000张,主 要 建 设 门 急 诊、
医技楼、病房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

75458 郑州经开区

37 郑州市卫生学校迁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27.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实验楼、综合实验楼、实
训楼、图书信息行政中心、体育馆
及相关配套设施

83021 荥阳市

38
郑州市高端人才创业服务中
心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人才引进服务大厅、综合服务大
厅、社会 融 资 服 务 大 厅、创 客 空
间、小微企业区、成长型企业区及
相关配套设施

14418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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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郑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全民健身馆、平战结合机动车库
及相关配套设施

13090 郑州经开区

40
郑州市军事供应站军供保障
综合楼

总建筑面积1.9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军供保障综合楼及配楼 5698 金水区

拟开工项目 (21个)

1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新建
工程

总建筑面积48.5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实训用房、图书馆、室内
体育馆、校级办公用房、大学生活
动用房、学生和教师宿舍、食堂、
后勤及配套设施等

273821
郑州

航空港区

2
郑州市回民中学航空港区新
校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8.7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组团、图书楼、体育艺术中
心、宿舍楼、食堂等

41951
郑州

航空港区

3 河南赛思口腔医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一所口腔专科医院 15000 郑东新区

4
郑州市青年人才公寓经开惠
金河项目二号院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年人才公寓及相关配套设施 70000 郑州经开区

5
北京环球优路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优路全国创新中心
及运营总部项目

购买现有场地,主要建设优路集团
职业教育在线学习平台、创新创业
中心、综合出版中心

317000 郑州高新区

6
武警郑州支队陇海路营区营
房维修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机动大队官兵办公及生活用房,
完善训练配套场地

4023 二七区

7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审判
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及其配
套信息化、智能化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执
行指挥中心、信息化中心、基础设
施及网格安全、安全防护系统、数
字化法庭、多功能会议等

30256 中原区

8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西院
区综合楼改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医技、门诊、住院于一体的综
合楼

39969 中原区

9
管城回族区小学打捆项目 (5
个)

总建筑面积13.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建兴路小学、百姓路小学、明
珠路小学、果园路小学、十八里河
中心小学等5所小学

25792 管城回族区

10
管城回族区公共卫生医疗体
系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进
行二院扩建、中西医结合医院迁建
等,对社区内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升
级改造、更新配备医疗设备

141267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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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河南郑州家政服务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家政专业实训中心、家政服务高端
人才培训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11992 惠济区

12 河南吉安妇产医院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门诊楼、住院病房、行政楼及相
关配套设施

100000 惠济区

13
新郑市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坤达国际学校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教职工宿舍、办公楼及
相关配套设施

15000 新郑市

14
河南好想你乡村振兴职业学
院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主要
将现有设施改建成教室、图书馆、
学生餐厅、宿舍及操场等

23908 新郑市

15
荥阳市基层服务能力及疫情
防控能力提升项目

新建豫龙卫生院和京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重建高村卫生院,改造广
武、刘河等12个乡镇卫生院

22224 荥阳市

16 荥阳市卫生防疫站迁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4.2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门诊楼、体检楼、综合业务楼及
相关配套设施

20000 荥阳市

17
荥阳市区域医疗中心及综合
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主要在荥阳市人民医院现有范围内
建设重点科室、双电源配套供电工
程、医疗中心设备购置、医疗信息
化及互联网

15609 荥阳市

18
荥阳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项
目

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400张、主要建设老年病科门
诊、病房、老年病科ICU、康复治
疗区、室内康复活动场地、医疗养
护设施

15027 荥阳市

19 中国嵩山数字天文视觉中心
利用现有建筑0.4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中国天文遗迹展览馆等 16000 登封市

20
少林小龙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5.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餐厅、住宿楼等 28513 登封市

21
郑州 市 中 心 医 院 高 新 医 院
(一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21.3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1000张,主要建设门诊、医
技、综合病房楼、感染楼、行政科
研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153503 郑州高新区

前期项目 (18个)

1
郑州外国语学校港区新校区
项目

总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组团、实验教学组团、图
书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52141
郑州

航空港区

2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第一市民
纪念公园

主要建设骨灰堂和生态葬、业务用
房、配套用房、地下停车场、道路
广场、园林绿化等

16453
郑州

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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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第二市民
纪念公园项目

主要建设骨灰堂和生态葬、业务用
房、配套用房、地下停车场、道路
广场、园林绿化等

18880
郑州

航空港区

4
郑州市第一中学航空港校区
项目

总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27584
郑州

航空港区

5
郑州市第二中学高中部经开
校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9.1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65373 郑州经开区

6 郑州昇阳人才公寓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青年人才公寓、配套商业及公共
服务设施

105297 郑州经开区

7
河南省省直机关人防疏散基
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省直机关人防疏散基地、人防综
合训练基地、国家人民防空防灾教
育训练 (郑州)基地及党政机关临
时办公用房

36000 二七区

8 郑州龙湖一中
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教学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58251 中原区

9
中原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
所、妇幼保健中心及相关配套设施

10050 中原区

10 管城回族区体育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体育馆、文化馆、图书馆、大数据
中心等

35600 管城回族区

11
新郑市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华东师范大学附属江山
中学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教职人员办公楼及相关
配套设施

16000 新郑市

12 河南文理职业学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楼、实训楼、食堂、学生宿
舍等

100000 登封市

13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新校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楼
及相关配套设施

43082 管城回族区

14
郑州市回民中学高中部迁建
项目

总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宿舍
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540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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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市属高中阶段学校建设打捆
项目

主要建设郑州市第5、14、16、31、
44、102、103、107高级中学 (分
级管理工作中的高级中学新校区)
及郑州高级中学、郑州市第二实验
高级中学、郑州枫杨高级中学、郑
州外国语国际学校、河南黄河高级
中学、郑州市第八高级中学等14
所新高中和郑州市金融学校、科技
工业学校、国防科技学校、电子信
息工程学校等4所中等职业学校新
校区

600000
郑州市

相关区县
(市)

16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
改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8.1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400张,主要建设眼科综合楼及
相关配套设施

68836 二七区

17
郑州市中医院港区医院 (一
期)

总建筑面积12.1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500张,主 要 建 设 门、急 诊
楼、医 技 楼、科 研 教 学 楼、制 剂
楼、病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71243
郑州

航空港区

18
郑州市民兵综合训练基地整
修项目

总建筑面积0.84万平方米,主要
对军官训练楼、综合训练楼进行整
修

1094.7 二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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