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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2 年度郑州市重点建设项目名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总规模

总投资（万

元）
所在区县（市）

一、创新驱动能力提升

项目（16 个）

（一）实验室体系建设

（1 个）

续建项目（1 个）

1 数智金水数字政府项目

市民中心规划 40 平方米机房，配置

20 台服务器用以建设智慧政务、智

慧应急、疫情防控、智慧矛调、营

商环境、智慧环保、市场监管七个

业务模块应用系统

16600 金水区

（二）研发平台（6 个）

竣工项目（5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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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3 郑州经开区

2
金域医学集团华中区域

总部

利用现有厂房 2.7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细胞遗传、质谱分析、基因芯

片、免疫组化、分子诊断等实验室

平台

50000 郑州经开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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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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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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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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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华股份河南智慧物联

基地

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办公场所以及配套设施
18000 郑东新区

（三）创新平台（9 个）

竣工项目（2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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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基地

重大基础设施群暨三六

零中原中部项目

总建筑面积 0.6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网络安全公共服务中心、国家反

欺诈中心、国家信创适配安全检测

中心、安全大数据中心、国家网络

安全人才培养中心、工控云互联网

中心、三六零中原总部

24000 郑州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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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寰卫星导航通信有限

公司中原区域总部项目

租用厂房，运用车联网、5G、大数

据、AI、高精度定位、高精度地图

等科技手段建设商用车智慧运力全

国数据中心、车辆综合数据监管平

台

10000 郑州经开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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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软国际“中原数字总

部”基地项目（一期）

总建筑面积 0.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中原数字总部企业、中原数字总

部软件服务外包中心、中原数字总

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等

41000 郑州高新区

拟开工项目（3 个）

1
郑州中科新兴产业技术

研究院项目二期工程

总建筑面积为 62700.00 ㎡，主要建

设 1#、4#实验楼及地下配套建筑
40000 金水区

2
马渡科创文创产业园项

目

在现有的 1.5 万平方米建筑上，改

造成为科技创新示范区、文化创新

示范区、农业产业创新示范区

20000 金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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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南省纺织服装创新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0.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服饰创新产品创新设计河南省工

程实验室、郑州市中原民族服饰技

术研究中心、郑州市孕妇裤装技术

研究中心、中原区女裤设计信息资

源平台等功能分区

20000 中原区

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7 个）

竣工项目（1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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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建项目（4 个）

1

河南京硕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京硕智能自助打印

系统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三个实验室和 1个研发基

地，采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web

通信和智能控制，以智能自助为入

口，结合大数据及线上个性化内容、

结合数字产业化，围绕广域范围内

部分终端门店进行基于 LBS 的相关

技术，拟开发供用户扫码自助打印

的系统

80000 金水区

2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河南

省郑州市电信分公司电

信枢纽楼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电信机房、动力机房及综合生产

用房及配套设施

40000 二七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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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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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制造水平提升和面向

商用车行业特定场景的

工业互联网平台及试验

测试环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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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用车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及试验测

试环境的建设

250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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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2 个）

1
郑州市城市大脑三期项

目

开展一网统管平台、惠企利民政策

直达、政务板块升级、智慧医保、

智慧资源规划、智慧房产（美好居

住）、智慧公积金、智慧民政、智

慧基层社会治理（信访）、智慧综

合考评、智慧税务执法、智慧扬尘

污染防控（控尘卫士）、智慧水利、

线上外事服务、智慧国资监管、智

慧文物安全监管平台、智慧工会、

智慧社区、城市信息模型（CIM）平

台等领域智慧城市建设

117305 中原区

2
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一台五峰智慧高新实验场基础设施

建设一期、企业安全认证培训基地

配套基础设施

65500 郑州高新区

三、新型城镇化项目（61

个）

（一）中心城市建设（44

个）

竣工项目（10 个）

1

城市道路绿化（红线内）

景观提升、补植补栽及

设施维修工程

（1）两纵两横：中原路（京广路—

西四环）、金水路（京沙—中州大

道）、嵩山路（桐柏北路—南三环）、

花园路—紫荆山路（花园口互通立

交—航海路）；（2）六条主干道路：

迎宾路（三所—中州大道）、桐柏

路（五龙口南路—长江路）、嵩山

南路（南三环—南四环）、大学南

路（南三环—南四环）、五龙口南

路（桐柏路—西三环）、连云路（航

海路—漓江路）；（3）京沙快速路、

西三环、北三环、陇海路、中州大

道、南三环立体绿化；（4）陇海路、

中州大道及三环红线内绿化景观改

造，主要提升内容：老化植物清理

更新、土壤改良、侧石维修等；（5）

道路绿化及设施灾后恢复重建

50000

中原区、二七

区、管城回族

区、金水区、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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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州豫能热电厂输出电

路地下隧道土建工程

总长 14 公里，主要建设自陇海路绕

城高速开始沿陇海高架至西四环、

南四环电力电缆隧道

87000 中原区

3
金水路（嵩山路—中州

大道）整治提质工程

总长 9.8 公里，对金水路进行道路

进行整治提升
53145 金水区

4
三全路（丰收路—中州

大道）整治提质工程

总长 5.2 公里，对三全路进行道路

进行整治提升
19139 金水区

5
农业路（嵩山路—中州

大道）整治提升工程

总长 7.9 公里，对农业路进行道路

进行整治提升
14210 金水区

6
中州大道（丽水路—陇

海路）整治提升工程

总长约 9.11 公里，对中州大道道路

中线西侧半幅进行整治提升
11649 金水区

7
巩义市杜甫路大桥（和

平路—嵩山路）工程

总长约 1743 米，总用 135.42 亩，

主要包括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交

通工程、雨污水工程及照明工程

27326 巩义市

8
金水路中州大道互通立

交改造工程

总长 4.5 公里，主要建设北起农业

路立交南侧，南至郑汴路（商都路）

交叉口北侧工程

54581 郑东新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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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经开区城市道路打捆项

目（5个）

总长 3380 米，共包含 5 条道路，主

要建设道路、三水、照明、电力管

网、绿化、通讯、交通等

52000 郑州经开区

续建项目（22 个）

1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8.4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园区厂房仓储用房、孵化中心

以及园区配套道路、环境整治与生

态文化建设、配套教育资源等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

669678 二七区

2
二七区新型城镇化棚户

区改造打捆项目

总建筑面积 30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33 个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打

捆项目

2118210 二七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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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建设 12 个项目
3204099 郑州高新区

4 郑州市龙湖水厂工程

建设规模为 20 万立方米/日，包括

取水工程、原水管道工程、净水厂

工程和配套清水管线工程

88864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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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

郑州东部原水干管（一

期）

从 20 号小河刘口门引水，沿滨河东

路、华夏大道、金柳南路、京港澳

高速辅道、京港澳高速东绿化带、

东四环、新龙路至龙湖水厂后再向

西沿新龙路至东周水厂原水干管。

工程总长约 46.1km，其中 DN3200

管道长约 18.3km，DN3000 管道长约

25.2km，DN1600 管道长约 2.6km。

在龙湖水厂内新建 45 万 m3/d 的原

水增压泵站一座

239743

郑州航空港

区、郑州经开

区、郑东新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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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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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16.7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河东一至三棚户区，大寨、锦

绣柳园、锦绣茶园等 23 个安置房项

目

2423480
郑州航空港

区

8

郑州航空港区“三项工

程一项管理”及棚改安

置工程

总建筑面积 600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22 个小区、2 个市民公园、2条

河流水系及相关配套设施

3601546
郑州航空港

区

9
郑州滨河国际新城综合

开发项目

主要建设学校、地下停车场、市政

道路、桥涵、景观绿化、综合管廊、

水系及土地平整和其它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

855000 郑州经开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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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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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318 中原区

11
中原区贾鲁河片区道路

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颖河路、杏湾路、石羊路、

郑湾路、万杰路、汇龙路、汉正路

7 条道路

19994 中原区

12 惠济区棚改安置工程

主要建设长兴社区、大河社区、荥

泽古城片区综合安置区等 22 个棚

改安置项目

4339145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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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牟县新型城镇化项目

总建筑面积 234.9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李小安社区、东关社区、小廿

里铺社区、桃村李社区、轩城社区

二期、马丁堡社区、后路俭社区、

草场社区、郭庄社区、盛和社区、

朱博士社区等 11 个社区

1854391 中牟县

14
金水区新型城镇化打捆

项目

续建项目 36 个，安置面积 786 万平

方米
4692406 金水区

15
管城回族区“三项工程

一项管理”项目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 43 条，总长 71.8

公里；老旧小区改造 162 个；综合

改造城乡结合部 2万平方米

419335 管城回族区

16

管城回族区城市道路基

础设施打捆项目（29

个）

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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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管城回族区棚户区改造

打捆项目

在建安置房 627.17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站马屯、金岱李等 6个城中村

改造项目，大王庄、南曹小湖等 9

个合村并城项目，民乐里等 6 个旧

城改造项目

5000000 管城回族区

18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中心

区域供冷供热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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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郑州市郑东新区祭城北

安置区（龙翔嘉苑）62#

楼及宗地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24.4 万平米，主要建

设 62#楼及宗地七 11 栋单体楼
95300 郑东新区

20

郑州市综合交通枢纽东

部核心区地下空间综合

利用工程

总建筑面积约 4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包括地上空中廊道、景观公园、

附属设施和公共服务设备用房、地

下附属设施及车库等

488799 郑东新区

21
西四环北延（绿境路—

大河路）道路工程

总长 2095 米，红线宽 60 米，主要

建设连接沿黄区域南北向城市主干

路

10390 惠济区

22
文化北路（黄河大堤—

大河路）道路工程

总长 2966.51 米，红线宽 60 米，主

要建设连接沿黄区域南北向城市主

干路

39353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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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12 个）

1

郑州市二七区健康产业

核心板块起步区一期项

目

总建筑面积 32.6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土地征收

186.4 亩、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二

阶段主要建设商务办公、新型工业

建筑用房、配套基础设施等

310000 二七区

2
惠济区新建道路工程打

捆项目

总长 37.8 公里，主要建设五龙口东

路、电厂西路、荣元西路等 47 条新

建道路

159469 惠济区

3
郑州市郑东新区道路基

础设施打捆项目（7个）

总长 24.6 公里，主要建设锦绣路

（科学大道—连霍高速公路）、堤

刘路（中山路—象湖南路）、中原

大道（郑信路—万三路）、中原大

道（东四环—郑信路）、前程路（科

学大道—连霍高速公路）、天府路

以东科学大道地道及两侧道路工

程、润丰路（文明路—铁牛路）

447593 郑东新区

4

金水区双铺路、中方园

路等 6条道路道路升级

改造工程

总长 5.3 公里，对双铺路（信息学

院—文化路）、园田路（国基路－

三全路）、中方园路（北三环－国

基路）、东里路（凌云路－东明路）、

中方园（宏明路—三全路）、宏泰

路（园田路－文化北路）六条道路

升级改造

16140 金水区

5
新郑市龙湖西部污水处

理厂工程

设计规模为 10 万吨/日。计划分两

期建设，一期规模为 5万吨/日。主

要建设粗格栅、生化池、污泥浓缩

池等其他配套设施，二期规模为 5

万吨/日,主要建设粗格栅、生化池、

污泥浓缩池等

37000 新郑市

6
新郑新区污水处理厂建

设项目

设计规模为 6万吨/日。计划分两期

建设，一期规模为 3 万吨/日。主要

建设粗格栅、生化池、污泥浓缩池

等其他配套设施，二期规模为 5万

吨/日,主要建设粗格栅、生化池、

污泥浓缩池等其他配套设施

25000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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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郑州市上街区安置区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4.65 万平方米，主要

包括左照二三组安置房、夏侯六组

改造

13300 上街区

8
郑开城际大孟站点综合

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郑开城际铁路大孟站及配套设施等
155161 中牟县

9
再生水利用四环管线工

程配套工程

该项目再生水供水规模为 45 万吨/

日。根据已批复《郑州市四环线及

大河路快速化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再生水管线沿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

路快速化工程道路两侧辅道及绿化

带分别敷设两道再生水管线（一道

为主干管，一道为配水管），同时

敷设五条再生水水源连接线（包括

马头岗水源连接线、双桥水源连接

线、马寨水源连接线、南曹水源连

接线、陈三桥水源连接线）

15603 郑州市各区

10
城市路网工程打捆项目

（18 个）

宇通路（霞飞东路—建兴路）等 18

条道路
78000

管城回族区、

二七区、中原

沤、惠济区、

金水区

11
郑州市新龙路（健杨

路—龙源路）道路工程

总长 21.3 公里，道路红线宽 50 米，

双向 6车道
491864

郑州高新区、

惠济区、金水

区、郑东新区

12

凯旋路（化工路—郑上

路）、迎宾东路（中州

大道—杨金路）、滨河

路（中州大道—杨金二

街）、东西广场地下人

行联络通道工程打捆项

目

主要建设凯旋路（化工路—郑上路）

等 3条道路及东西广场地下人行联

络通道工程

146316

中原区、二七

区、惠济区、

金水区

（二）县城提质（17 个）

竣工项目（4 个）

1
荥阳城市建成区背街小

巷雨污分流工程
总长 30 公里，主要铺设雨污水管网 12181 荥阳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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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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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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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登封市少林大道下穿隧

道工程

总长 1.03 公里，设计时速 50 千米/

小时
24668 登封市

续建项目（10 个）

1
巩义市“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建设项目

综合改造城市道路 27 条，全长 33.5

公里；安置房建设 23 个小区、综合

改造老旧小区 30 个

1109500 巩义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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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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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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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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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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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荥阳市再生水利用工程 敷设中水管道 34 公里 31974 荥阳市

8

登封“天地之中世界文

化遗产”景区提升 PPP

项目

主要建设景区生态修复及森林防火

项目、景区基础设施提升与环境整

治工程、登封市 G207 市区至少林景

区段道路环境综合整治

203752 登封市

9
登封市“三项工程一项

管理”打捆项目（14 个）

老旧小区改造 13 个，新建污水处理

厂 1座，治理河道 8.1 公里，铺设

供水管网 26.47 公里，新建游客服

务中心 83 处

718809 登封市

10
登封市新型城镇化棚户

区改造打捆项目（4个）

总建筑面积 76.16 万平方米，建设

安置房 4196 套
343393 登封市

拟开工项目（3 个）

1
郑州市新材料产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

改扩建总规模 3 万吨/天，新建臭氧

接触池等配套设施
17445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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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郑市安置社区配套基

础设施一期、部分乡镇

安置社区配套基础设施

及市政道路建设、安置

社区配套基础设施电力

供配电建设打捆项目

主要建设新郑市新村镇、郭店镇、

城关乡、孟庄镇、和庄镇、城关乡、

郭店镇、薛店镇、具茨山等安置社

区的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包含道路、

及相关的雨水工程、污水工程、照

明工程、绿化工程、交通设施工程

以及高压线路架设及改造等工程

83965 新郑市

3
荥阳市供水管网建设工

程

铺设供水管网 21 条 51.8 公里，改

造供水管网 4条 5.2 公里
11912 荥阳市

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32 个）

（一）交通项目（12 个）

竣工项目（6 个）

1
巩义市农村骨干路网建

设项目（康店至芝田段）

总长 10.91 公里，双向 6车道，一

级公路，路基宽度北段 40 米、中段

35 米、南段 33 米，设计时速 80km/h

104596 巩义市

2
巩义市七里铺至韩门道

路建设项目

总长 10.47 公里，双向四车道，二

级公路，路基宽度南段 17.5 米、北

段 26 米，设计时速 60km/h

53219 巩义市

3

巩义市 S233—S315 连

接线（荥巩界至口头段）

新建工程

总长 4.44 公里，双向六车道，一级

公路，路基宽 24.5 米，设计时速

80km/h

28700 巩义市

4

郑州市东三环（北三环

东延线—东三环—南三

环东延线）L3 级智能网

联快速公交示范工程

总长约 24.5 公里，设站 24 处，站

台 33 个，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L3 级

智能网联系统和快速公交系统等

29599

管城回族区、

郑东新区、郑

州经开区

5
荥阳市道路工程打捆项

目（7个）

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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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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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郑市西关桥新建工程

总长 400 米，宽 50 米，主要建设桥

梁、引道、雨水、照明、交通工程

及桥梁两侧引道工程

27516 新郑市

续建项目（4 个）

1

郑州华豫站务有限责任

公司郑州航空港区综合

枢纽长途客运站新建项

目

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主站房、技术检测车间、综合服

务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46136
郑州航空港

区

2
国道 310 线郑州西南段

改建工程

总长 52.7 公里，其中一期工程总长

46.047 公里
539581

管城回族区、

郑州经开区、

二七区、新密

市、新郑市、

荥阳市

3
S317 线郑州境新郑机

场至新密改建工程
总长约 37.88 公里 302488

郑州航空港

区、新密市、

新郑市

4

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

有限公司专用铁路线建

设项目

铺设铁轨约 3.2 公里，改造荥阳站、

阳光油脂装卸站
12782 荥阳市

拟开工项目（2 个）

1
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

荥阳至新密段新建工程
总长 20.8 公里，双向 6车道 326000 荥阳市

2
荥阳市全域公交城乡一

体化建设项目

建设城乡综合服务站、客运楼及配

套设施，对桃刘线等道路改造提升
95078 荥阳市

（二）能源项目（12 个）

竣工项目（4 个）

1
郑州市城市主网竣工打

捆项目

主要建设 220 千伏东南部电网、东

北部电网、滨河断面、紫东、望东、

马头岗、经纬送出、花马、祥营、

密北扩、峡窝扩、创新、徐耿增容、

盛园、祥阳、道庄、110 千伏阳城、

范庄、苑陵、梨河送出、密北送出、

花园、柿树湾、金菊、三王庄、中

油、卢店、古城、纸坊增容、8号

线配套、小乔、中纬、移动数据中

心、正兴环保，共 34 个项目

312417

各有关区县

（市），郑州

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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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岱变高压架空线入地

改迁项目

总长 11.5 公里，主要对金岱变南北

高压架空线路入地改造
141700 管城回族区

3

河南平北登电清洁能源

有限公司登封市大金店

镇、石道乡 45WM 分散式

风电项目

建设 18 台 2500kw 风机，装机规模

45 兆瓦
36000 登封市

4
郑州城市配网竣工打捆

项目

主要建设站马屯变、锦艺变、颍河

变、国庄变、花马变、康平变、圃

田变、惠民变、园艺变、南仓变、

紫荆变、广场变、魏庄变、曲古变、

玉兰变、雪莲变、金菊变、奋斗变、

溪西地变、罗沟变、临海变、郑峪

变、三王庄变、范庄变、刘湾变、

道庄变、新城变、创新变、望东变、

豫兴变、惠秀变、堤湾变、金洼变、

绿源变、万科变、秋塘变、太行变，

共 37 个配出项目

88194 各区

续建项目（5 个）

1
郑州市城市主网续建打

捆项目

推进兴隆、荥南、雁鸣、北郊送出、

海棠等 102 项变电站及线路工程建

设

1290314

各有关区县

（市），郑州

航空港区

2
华电富士康郑州分布式

能源站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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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建设 4套燃气轮机机组：2×

30MW 级+2×15MW 级燃气轮机发电

机组、4 台双压余热锅炉、3×6MW

后置汽轮发电机组，发电装机容量

108MW

70881
郑州航空港

区

4
郑州市城市主网拟开工

打捆项目

主要建设巩中、郁金、城区、尖山

扩、8号线配套、移动数据中心、7

号线配套、枣园送出、新港送出、

巩中送出、新港电力南站配套、比

亚迪配套、高村、嘉兰变配套、豫

西—豫中、郑州电网优化、G310 巩

义东段、西段、梁园线、郑名线、

金水路西延、S317 新密段高压迁改

等 48 项变电站及线路工程

488781

各有关区县

（市），郑州

航空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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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州市堤湾（北郊）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二期)

全长 14.2 公里，主要建设郑州市

220 千伏堤湾（北郊）输变电线路

电缆入地工程

42973 惠济区

拟开工项目（2 个）

1
荥阳市城通热力有限公

司能源站建设项目

建设 2座能源站，供暖面积约 90 万

平方米
11700 荥阳市

2

郑州荥阳健康园区

220KV 嵩徐线改造入地

工程

总长约 4.05 公里，主要建设地下电

缆隧道
26595 荥阳市

前期项目（1 个）

1
郑州环翠峪抽水蓄能电

站建设项目

安装 6台单机容量 300MW 单级混流

可逆式蓄能机组及送出线路
1000000 荥阳市

（三）水利（8 个）

续建项目（5 个）

1 贾峪河生态治理工程

总长2.0公里，总占地面积1150亩，

主要建设常庄水库坝后至南水北调

倒虹吸进口段河道防洪治理、生态

修复、景观营造以及水文化展示等，

并配套建设郑州水文化馆一座

45262 中原区

2
贾鲁河尖岗水库大坝至

南四环桥段（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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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设施等

19903 二七区

3 巩义市伊洛河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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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

（巩义段）

新建 1条城镇供水管线、五干渠六

支渠、七支渠
398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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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水区沿黄生态水系治

理工程

总长 12.89km，水系连通合计

6.06km，主要建设辖区河道清淤清

障与护岸工程

27334 金水区

拟开工项目（3 个）

1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防洪

泄洪水利设施提升打捆

项目

主要建设小魏庄水库、刘湾水库、

南水北调中线防洪、潮河河道治理、

拦蓄水建筑物等防洪泄洪水利设施

提升项目

127088 管城回族区

2 新密新区供水工程

新建取水口一处，铺设输水管道9.8

公里，新建规模 4 万立方米/天、远

期 10 万立方米/天净水厂一座，近

期利用废弃采石矿坑新建 21 万方

蓄水池一座，远期将五星水库进行

综合治理作为调蓄，供水工程，铺

设配水管网约 58 公里

60050 新密市

3
郑州市上街区水利设施

提升项目

对河堤、河道、排洪沟等设施进行

改造提升
10972 上街区

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项目（223 个）

（一）先进制造业（102

个）

竣工项目（31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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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设

绿色智造的研发和办公大楼、高端

智能保险柜的生产车间、综合仓库

及配套公用设施

30000 二七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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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河南省华锐光电产业有

限公司玻璃基板 PHT、

CF 黄光智能化生产技

术改造项目

利用华锐原有 9.5 万平方米厂房，

购买相关设备进行技术改造
27000

郑州航空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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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南城源住宅工业有限

公司装配式建筑项目

总建筑面积 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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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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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标准化厂房及相关附属设施
55000 新密市

6

巩义市红旗炉料有限公

司年产 5万吨新型材料

项目

总建筑面积 1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厂房及年产 5万吨新型材料生产线
11000 巩义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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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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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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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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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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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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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河南省山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40 万立方

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新

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米，主要建

成厂房及全封闭式生产线，年产 40

万立方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16000 巩义市

13

河南泰鸿新材料有限公

司高性能交通用铝板带

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主要将 1+1 热连轧生产线、 CVC6

生产线升级改造，新增横剪机列、

纵剪机列、精整机列、退火炉、精

密锯、矫直机等设备

21800 巩义市

14

河南新昌铜业集团有限

公司年产 5 万吨铜丝项

目

利用现有厂房，引进世界领先的德

国尼霍夫连续拉伸退火机、电解镀

锡机、多头拉丝机、绞线机等铜丝

深加工设备，年产各类裸铜线、镀

锡线、并丝线、各类铜导体 5 万吨

以上

51000 巩义市

15
郑州水泵有限公司冷冻

加工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2.6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标准厂房、冷加工车间及配套

设施

12000 郑州经开区

16 双凤科技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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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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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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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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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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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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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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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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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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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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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郑州韩运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破碎锤缸体生产项

目

租赁标准化厂房 1.4 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年产 3500 套破碎锤上下缸

体、1000 套中缸体生产项目

10000 上街区

26

郑州红星矿山机器有限

公司年产 30 台盾构机

150 套移动建筑垃圾工

作站及高端矿机项目

总建筑面积 9.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联合工房、生产研发中心、配套

库房等，年产 30 台盾构机、高端矿

机和 150 套移动建筑垃圾工作站

118000 上街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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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河南高登智能电力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 3000 万

只电力电子继电器项目

租用现有厂房 0.7 万平方米，建设

电力电子继电器生产线 7条，年产

3000 万只

20000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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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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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年产 15 亿支铝制品两

片易拉罐项目（河南高

森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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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年产 8亿只铝制易拉罐

及 4 亿个拉环盖生产线

项目（郑州百利祥罐业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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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建项目（26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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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综合科研楼、办公楼、

试车场等

31386 二七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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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面积 2.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标

准化车间、成品库、原料库、办公

设施等

10000 新密市

3

郑州银嘉穗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15000 吨铝

天花及 500 吨塑料包装

袋项目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金属铝制天花、幕墙吊顶、五金

制品、塑料包装制品生产线

26000 新密市

4

河南交广交通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220 万立方装

配式构件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综合研发中心、产品质

检中心、餐厅、产品试验用房及相

关附属设施等

61000 新密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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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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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万平米，主要建设工

业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
65000

郑州航空港

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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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河南万达铝业有限公司

年产 2万吨新型耐腐蚀

板项目

利用现有厂房建设，建设年产 2万

吨新型耐腐蚀板生产线
152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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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郑州固德模板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1000

万平方米索氏体高强不

锈钢模板项目

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现代化钢结构厂房，年产 1000 万平

方米索氏体高强不锈钢模板

100000 巩义市

10

河南正杰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不定型耐材 8万

吨、定型耐材 3万吨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建设标

准化车间 5座，办公楼 1座，企业

研发中心 1座，职工活动中心 1 座,

年产不定型耐材 8万吨、定型耐材

3 万吨

21000 巩义市

11

河南方大幕墙有限公司

年产 50 万平方米铝单

板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年产 50

万平方米铝单板
21000 巩义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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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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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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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发楼及员

工宿舍楼等

105000 荥阳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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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郑州（国际）工程机械

产业园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建设装备

制造标准化厂房
76115 荥阳市

17

河南康晖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地铁快线盾构管片

建设项目

建设年产地铁快线盾构管片 2.4 万

环生产线
12000 荥阳市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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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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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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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中机新材料研究院（郑

州）有限公司增材制造

专用材料制备及应用生

产线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0.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围绕增材制造专用材料和设备开

展研发、生产、销售，并开展增材

制造加工服务，年产增材制造用高

性能金属粉末材料及粉末冶金制品

1000 吨，激光熔覆加工 20000 ㎡

20100 郑州高新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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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河南思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医疗器械生产及智

能化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米，新建两

栋仓储库房，利用公司现有车间进

行技术改造，对公司原有生产线进

行改扩建，主要生产二类医疗器械

10000 登封市

24

河南国疆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 4000 吨半

导体精密陶瓷项目

租用现有厂房 0.93 万平方米，建设

年产高性能粉体 1000 吨，高性能陶

瓷制品 3000 吨

10000 登封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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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品展示中心等

80000 登封市

26
联东 U谷·郑州智能装

备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173483.76 平方米，主

要建设标准化厂房 45 栋、宿舍楼 1

栋、开闭所一栋及配套设施等

80000 中牟县

拟开工项目（45 个）

1

郑州名扬窗饰科技股份

公司年产 2128 万支窗

帘生产线改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年产 2128 万支窗帘生产线
31952 二七区

2

郑州远东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33000 吨锆铝

质复合新材料改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利用原有厂区，更新升级智能化、

环保节能电弧炉设备，用于生产锆

铝质符合新材料

33000 新密市



— 25 —

3

河南爱威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煤科院耐磨专用设

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激光熔覆设备的研发生产基地
50000 新密市

4

郑州云光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年加工 5000 套货

柜、展柜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0.2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原料车间、切割车间、打磨车间、

喷塑车间、组装车间和成品仓库

11000 新密市

5

河南坤锋钢结构有限公

司年加工 2 万吨钢箱

梁、钢结构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4 万平方米，建设研

发中心、质检中心、职工餐厅、车

间厂房及其他附属设施，新建年加

工 2万吨钢箱梁、钢结构生产线四

条

16000 新密市

6

河南枫华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50 万吨包装

用纸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建设两条

包装纸生产线及配套系统，可生产

瓦楞纸 20 万吨、箱板纸 30 万吨

53000 新密市

7

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年产 20000 千米低烟无

卤防火环保电缆建设项

目

项目新建标准化厂房 1 座，检测室

1 座，年产 3 千伏及以下低烟无卤

防火环保电缆 2 万千米

50000 巩义市

8

河南陆邦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5 万吨不定

型、5万吨定型耐火材

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 0.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办公楼 1座、车间 3 座、生产线

2 条

12000 巩义市

9

巩义市新型冶金材料有

限公司定型制品 6 万

吨、不定型制品 4 万吨

项目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车间、办公楼、检测中心、仓库

等

10000 巩义市

10

河南中力明新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10000 吨高速

铁路装备新材料项目

租赁用地，占地 9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厂房、办公楼等
50000 巩义市

11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投资

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

铝板加工项目

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及年产 10 万吨铝板深

加工生产线

56000 巩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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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年产 600 万

平方米新能源电池气凝

胶隔热材料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建设年

产 600 万平方米新能源电池气凝胶

隔热材料生产线

30000 巩义市

13
郑州华中生物科技园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物医药研发中心、创新平台中

心科研人才中心、企业总部中心、

无菌楼、菌种楼、微生物楼、理化

楼、科技化孵化平台

40000 金水区

14
郑州迪奥医学医疗器械

生产研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厂房、研发中心及附属配套

设施，主要进行物理治疗及康复设

备、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的生

产、销售及技术进出口

27500 郑州经开区

15

郑州英诺贝森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固态电池正负

极材料工程技术实验室

及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租赁厂房建设固态电池正负极材料

及工程技术实验室 1个、日产铝塑

膜叠片 1 千支 20AH～300AH 大容量

固态电芯中试生产线及年产 1G 瓦

时固态电池自动化生产线各 1 条

50000 郑州经开区

16
上汽郑州产业基地高效

节能发动机项目二期

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GS62 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等 3

条机加工线和发动机装配线，以及

生产车间、站房及厂区设施

104966 郑州经开区

17
华夏碧水高端环保装备

生产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建设环保

技术与装备研发中心、高端环保装

备智能制造加工中心

39000 郑州经开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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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000 郑州高新区

19
郑州市金税印务有限公

司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拟建

设标准化厂房 4 栋及其配套设施
11500 荥阳市

20

中原利达铁路轨道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

2000 万件高铁道钉及

年维修 2.5 万块动车闸

片生产线建设项目

建设年加工 2000 万件高铁道钉及

年维修 2.5 万块动车闸片，组装车

间、机修车间等配套设施

11000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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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河南天筑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研发基地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建设标准

化厂房，水泥制品研发基地及配套

设施

35000 荥阳市

22

郑州明泰交通新材料有

限公司轨道交通用铝型

材建设项目

建设年加工 1万吨轨道交通用铝型

材生产线
10000 荥阳市

23

郑州一正重工机械有限

公司有机肥设备生产线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05 万平方米，建设年

产 500 套有机肥设备生产线，供应

链周转基地、智能装配车间、金加

工区、半成品仓库、产品展示演示

中心、自动化及轻型设备中心、仓

库中心、办公及综合研发楼

28000 荥阳市

24

河南英菲亚家居电器有

限公司年产 30 万件家

用电器和 8 万套定制家

居项目

总建筑面积 4.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年产30万件家用电器和8万套定

制家居项目

15000 中牟县

25
郑州万和铝业有限公司

标准化产业用房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两栋厂房、1 栋办公楼
11000 中牟县

26

郑州群臻科技园开发有

限公司年产 15 万件电

器和 6万套家居项目

总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用于建

设年产15万件电器和6万套家居项

目

10000 中牟县

27

郑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建筑材料生产

项目

总建筑面积 4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生产车间、办公研发楼及配套设施，

年产 1000 万平方米高分子防水卷

材、100 万平方米地暖板、15 万立

方米挤塑板、30 万吨砂浆

100000 上街区

28

河南省米净瑞发净化设

备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

台空气净化设备项目

总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及办公用房，年产 40 万台空

气净化器

10000 上街区

29

河南原发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5000 吨新型锂电

池涂层材料生产项目

一期租赁标准化厂房 4500 平方米，

二期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主

要建设厂房、研发用房、办公用房，

年产 5000 吨新型锂电池涂层材料

生产项目

11000 上街区

30

郑州际鑫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大尺寸液晶面板加

工一期项目

厂房总建筑面积 9000 平方米，办公

用房 1000 平方米，年产 50 万片大

尺寸液晶面板

50000 上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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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河南嵩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200 吨首乌系

列产品及食品医药健康

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10.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研发楼、宿舍楼、

餐厅及年产 200 吨首乌系列产品生

产线

30000 登封市

32

河南蚂蚁新材料有限公

司年产 3万吨新型陶瓷

部件项目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建设年产

3 万吨新型陶瓷部件项目
15000 登封市

33
登封市中禾科创产业园

项目

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独栋厂房及相关配套

建筑设施，主导产业为电子陶瓷类，

引进东莞加高电子、新联恒光科技

等先进电子陶瓷产业链企业及登封

电热电子陶瓷企业入驻

200000 登封市

34

河南精进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8.5 亿只石英

晶体谐振器项目

租用现有厂房 0.34 万平方米，建设

年产 8.5 亿只石英晶体谐振器项目
20000 登封市

35

永泽环保产业园建设项

目（河南永泽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17.6 万平方米，分两期

建设，主要建设工业生产厂房、办

公楼及其他配套用房

65000 新郑市

36

年产 20 万套海绵城市

配套管道及厕所升级迭

代产品配套项目（河南

瑞腾塑胶集团有限公

司）

总建筑面积 14.7 万平方米，分两期

建设，主要建设工业生产厂房、办

公区及其他配套用房

36000 新郑市

37

年产 1亿套手提袋、精

品盒、礼品盒、画册扩

建项目（郑州市宏美彩

印包装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8栋四层标准化厂房，办公综合

区及其他配套设施

12000 新郑市

38

年生产 6万吨玄武岩纤

维板、2 万吨玄武岩纤

维筋、30 万米玄武岩纤

维管建设项目（河南瑞

松玄武岩纤维材料公

司）

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仓库、办公楼及相关

配套设施

26000 新郑市

39

年产 1.2 万吨方便食品

加工项目（郑州昂特瑞

食品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冷

库）、锅炉房、行政办公楼及相关

配套设施

63100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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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产 400 吨糕点及膨化

食品项目（郑州市民康

德食品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仓库、综合办公楼、

研发中心及相关附属设施

15100 新郑市

41

年产 3000 吨天然香料

香精建设项目（郑州雪

麦龙食品香料有限公

司）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生产车间、仓库及相关配套设施
25000 新郑市

42

年产 100 台套聚合物智

能分散溶解车和 500 台

在线粘度计及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河南森乐智

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总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车间、仓库、研发中心、办

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

30000 新郑市

43

莫斯利安常温酸奶利乐

冠生产线配套设备改造

项目（郑州光明乳业有

限公司）

将原有的 15 条乳制品生产线预处

理、灌装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新增

TT 灌装机、果粒杀菌系统、果胶配

料和杀菌存储系统、不锈钢管道、

阀门出料线等配套设施

10000 新郑市

44

年产 2000 吨方便米饭、

4000 吨方便菜肴生产

加工项目（河南宅乐送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租赁现有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1.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冷藏库、冷冻库、滚揉腌制间、成

品库、行政办公楼及其附属设施、

收发货平台等设施

15000 新郑市

45

年加工 1200 万本图册

及 1000 吨纸质包装印

刷品项目（河南普庆印

刷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租赁厂房 1.1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宿舍楼及

其他配套设施

12000 新郑市

（二）现代服务业项目

（118 个）

竣工项目（29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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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郑州丰捷创新科技园

总建筑面积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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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郑州锦绣前程新材料产

业有限公司标准厂房项

目

总建筑面积 7.7 万平方米，建设仓

储物流厂房及服务配套设施
15000 郑州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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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郑州广武农产品冷链物

流园建设项目打捆项目

（2 个）

建筑面积约 2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3 栋低温冷库、5栋库房、2 栋服务

办公楼、1栋电商办公楼，其中展

示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包含白条肉

类区、冷冻食品区、蔬菜水果区、

粮油调味品区、物流配送区等及其

他基础配套设施

140000 荥阳市

5

河南英地天悦实业有限

公司智能加油机生产线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为 3.6 万平方米，建

设厂房、研发中心及综合服务楼
21000 荥阳市

6

河南万泊实业有限公司

新希望航空港总部基地

项目

总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企业总部基地及配套设施
35000

郑州航空港

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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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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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长虹科创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8.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仓储中心、分拨中转中心、办公

楼及其他配套设施等

30000 郑州经开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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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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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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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郑州宜方置业有限公司

方顶驿旅游度假项目

总建筑面积 18.6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旅游开发用房、明清古建筑

修复、游客体验中心、配套生态绿

化等（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4932 上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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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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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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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金桐大厦（董砦城中村

改造 N2—07 地块）

总建筑面积为 161.6 万平方米，地

上 26 层，地下 2层
10000 中原区

16 正弘智空间

总建筑面积 8.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用房及相关配套设施（不含

商品住宅开发）

25266 惠济区

17
河南正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正一大厦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5.7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两栋办公楼，分别为设计中心与

科研中心

26000 中牟县

18
郑州绿博文化产业园规

划设计专业园区孵化器

总建筑面积 5.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公共服务、科技研发、实验展览、

总部办公四大区块

29000 中牟县

19
郑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

二期扩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中心（共 3层）、停车场及

配套设施等

50000 中牟县

20 万纬郑州中牟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6.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研发中心、办公楼、

仓库、众创空间等，空间规划满足

独立办公、商务洽谈、研发制造、

成果展示、技术交流以及企业综合

服务等功能

50000 中牟县

21
河南汉丰科技园开发有

限公司标准化厂房项目

总建筑面积 12.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研发楼、孵化器、中试房等
146198 中牟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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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建业嵩岳天地

总建筑面积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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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登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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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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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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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光之谷商业中心二期

总建筑面积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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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管城回族区

27 绿都紫荆广场二期
总建筑面积约 7.3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商业及相关配套设施
40000 管城回族区

28

方金（郑州）置业有限

公司方正（郑州）金融

中心

总建筑面积 4.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十三层金融办公楼（不含商品住

宅开发）

50000 郑东新区

29 创智天地大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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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建项目（66 个）

1
郑州中原华侨城大型文

化旅游项目

总建筑面积 403.8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欢乐谷、玛雅水公园、海洋馆、

保吉寨、欢乐海岸、中心商务、宜

居社区及其他配套设施（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5000000 中原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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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峰璟大厦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9.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金融办公、商业建筑及相关

配套设施等（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60000 二七区

4 峰范大厦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8.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办公、物业及相关配套设施

等

160000 二七区

5 郑州升龙城 7号院

总建筑面积 45.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办公楼、商业综合体及相关

配套设施（不含房地产开发）

300000 二七区

6

郑州誉石产业园管理有

限公司中南高科航空港

区智慧电子产业园

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55000

郑州航空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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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南闽创实业有限公司

中南高科闽港智造产业

园

总建筑面积 14.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85000

郑州航空港

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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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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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郑州航空港区中富国际

商贸有限公司中国（郑

州）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商品展示区、配套综合生活、服务

区、鉴定及专业展销会场、仓储区

等

70000
郑州航空港

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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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郑州欣宇阳光商业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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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河南建业郑经置业有限

公司建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办公楼、酒店、多媒体中心及配套

（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65000 郑州经开区

14
郑州申泰中原印象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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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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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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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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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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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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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巩义市吴沟山水隐庐微

度假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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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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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巩义市康店镇乡村振兴

示范基地项目

总用地面积 66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集窑洞民宿、亲子乐园、休闲采摘、

文化旅游、餐饮、健康、运动、养

生于一体的休闲旅游度假区

20000 巩义市

22
巩义市公川五道沟文旅

综合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游客服务中心、商务会议中心、

景观餐厅、亲子农场、绿色种植基

地、农产品加工体验中心、精品民

宿、康养中心、宠物乐园及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等

19000 巩义市

23 巩义万洋国际商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 6万平方米，建设集百

货、农副产品、小商品交易等于一

体的商业综合体

15000 巩义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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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河南深业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深业健康城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 90.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综合体、康复中心、特色商

业、商务中心、妇幼特色康养等（不

含商品住宅开发）

310000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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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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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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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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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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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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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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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创新创业大厦

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务办公、产品展示和电子设备

制造等（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 惠济区

33

河南鸿石实业有限公司

郑东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园

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14 栋生产厂房、研发楼、办公楼

等

16000 中牟县

34 郑州城建科技广场

总建筑面积 11.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两栋塔楼一栋裙房，用于科技研

发、办公及相关配套

46000 中牟县

35
建业宝石博览园 B、C

区

总建筑面积 34.37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生活配套服务中心、时尚公寓

“花溪间”以及商业配套“花溪坊”、

大峡谷商业、云岫酒店、品位十八

国际美食中心、潮流商业步行街

480000 中牟县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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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00 中牟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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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 中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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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园交通科技产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 18.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交通科技产业中心大楼、交通人

才培训中心及部分配套商业设施等

120000 中牟县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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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楼等配套设施
156000 中牟县

40
河南顺风实业有限公司

百合科技产业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14.13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厂房、综合办公楼及配套服务

设施

43600 中牟县

41
金安达标准化厂房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 6.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厂房、综合办公楼
20000 中牟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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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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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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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一品首府商业项目

总建筑面积 5.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综合体项目（不含商品住宅

开发）

25000 登封市

46
中国登封乡土情文化综

合体河南特色城

总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 ，主要建

设旅游特色商贸区、餐饮文化区、

旅游接待中心、商务中心及登封历

史文化展示区

120000 登封市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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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河南骏创物流有限公司

仓储物流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6.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仓储、配送中心、分拣中心、汽

车维修养护站、综合楼及相关配套

设施

24900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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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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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商务办公、商业
88000 金水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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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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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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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00 金水区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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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米，主要建

设为展厅及实验室、检测中心、研

发中心、综合办公、培训中心

26000 金水区

53

河南榕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榕基软件园项目

（一期）

总建筑面积 6.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内容为软件研发基地、营销中心、

客服中心、体验中心、员工配套生

活区等等

36000 金水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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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用房及

配套设施

215420 金水区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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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管城回族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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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战马屯盛世商业中心

总建筑面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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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54 管城回族区

58
元旦百盛商业综合体项

目

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宾馆、酒店式公寓、商业为一

体的商业综合体

1060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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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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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办公用房即商业配

套设施等（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200000 郑东新区

60 碧桂园科创中心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1栋商业综合体、1 栋办公楼、1

栋写字楼（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10000 郑东新区

61 中原总部基地一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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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0 郑东新区

62
河南星联万嘉实业有限

公司星联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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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康之健智慧化洗消中央

工厂项目（河南康之健

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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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龙湖同赢企业总部港厂

房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13.2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 6栋标准化厂房、地下车库及

相关配套设施

60000 新郑市

65

郑州金马凯旋万达广场

提档升级项目（７＃８

＃）

项目拟对原郑州金马凯旋家居 CBD

项目（一期）商业项目提档升级改

造，改造原商业中心为万达广场。

改造建筑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原商业金融中心、原

商务办公服务中心外立面升级改

造、主体加固、内部提升改造及其

配套设备设施更新等

195348 中原区

66
华丰电子商务产业园一

期

总建筑面积 10.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仓储及服务用房，构建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及城市配送于一体的

现代新型电子商务产业园区综合

体，为省内电子商务企业提供服务

76352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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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开工项目（23 个）

1 红星家居中心
总建筑面积 14.95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建材馆
80000 二七区

2 锦尚德化

总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商业、餐饮、娱乐、体验等功

能于一体的商贸综合体

111799 二七区

3
郑州二七广场辅广场地

下空间开发项目

总建筑面积 0.61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人行通道、人防设施
22000 二七区

4
河南郑州国际汽车城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27.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直营店、精品二手车、新能源、

平行进口车、汽车后市场、车管所

检测线、金融保险等全汽车服务产

业链体系，打造郑州规模最大、功

能最全、运营最专业的汽车商贸综

合体（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350000 二七区

5

河南赛隆科技有限公司

创新创业基地和标准化

厂房项目

建设标准化厂房两栋，综合办公楼

兼科创中心一栋，孵化楼 A 座一栋，

孵化楼 B 座一栋，宿舍楼一栋，餐

厅及展示中心一栋

51000 巩义市

6

郑州台科产业园有限公

司郑州台湾科技园标准

化厂房二期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
100000

郑州航空港

区

7
河南侨创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侨商中部基地项目

总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综合办公楼
50000

郑州航空港

区

8
郑州市忆江南旅游区升

级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建设山湖

里商业综合体、东篱农庄特色餐饮、

树屋民宿、生态停车场、帐篷营地、

房车营地、美学中心、室内主题乐

园及相关配套设施

20000 荥阳市

9

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新材料及精密制造产业

园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供应链周转基地、工业标

准化车间、机加车间、半成品仓库、

产品检测中心、仓库物流中心及配

套设施

80000 荥阳市

10
郑州广源伟业实业有限

公司工业厂房建设项目

主要建设工业厂房、办公楼、综合

服务楼及配套设施
28000 荥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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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联科技创业园

总建筑面积 5.6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标准化厂房、科技研发、配套设

施等

26000 中牟县

12 郑州海宁皮革城二期

总建筑面积 9.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商业、商务办公、酒店及其它配

套用房等

41712 中牟县

13
郑州中牟大一广场城市

综合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 22.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大型购物中心、五 A 写字楼、地

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等（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310000 中牟县

14
河南厚疆企业总部综合

体项目

总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美食公园主题商业区、总部办公楼、

商业综合体等配套设施（不含商品

住宅开发）

100000 中牟县

15
郑州飞机展示交易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集飞机展示、销售、交易、体验于

一体的现代化飞机展销中心

50000 上街区

16

河南中鹏航空俱乐部有

限公司航空文化综合体

项目

总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酒店、商务用房、航空博物馆及

航空展览研学基地等建筑（不含商

品住宅开发）

50000 上街区

17

河南永翔通用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航空应急救援

基地项目

租用机库、停机坪 1万平方米，筹

建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一处，建设全

省应急救援平台，购置双发远程客

运直升机 3架

30000 上街区

18

河南九州通国华医药物

流有限公司国华医药物

流园区二期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建设年吞

吐医药物品 300 万件项目
20000 登封市

19 城南印象项目

总改造面积 8.3 万平方米，主要改

造原有民房商铺，提升为艺术展示、

艺术交流为支撑的产业集聚街区

300000 管城回族区

20 光明星樽商业综合体

总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集产业总部办公、酒店公寓、大

型商超、配套教育和生态宜居等为

一体的现代商业综合街区

6500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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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郑州赫优仕广场项目

总建筑面积 4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集零售家居、餐饮娱乐等于一体的

家居生活体验中心项目

350000 管城回族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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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管城回族区

23
郑州高新区核心板块中

部智慧港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40.45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智慧型高层厂房、配套用房及

配套公寓

176067 郑州高新区

（三）现代农业项目（3

个）

竣工项目（2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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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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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开工项目（1 个）

1

河南省亚翔生态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年出栏 80

万头生猪项目

总占地面积 589.26 亩，主要建设猪

舍及配套建设消毒室设施、沼液消

纳设施、雨水收集系统、动物检疫

防疫室、污水处理池、车辆物料高

温烘干消毒设施等，年出栏 80 万头

生猪项目

110000 登封市

六、生态环保项目（19

个）

（一）生态环境提升（11

个）

竣工项目（4 个）

1
郑州市沿黄生态廊道

（惠济段）项目

总长 26 公里，主要建设园林景观、

植树造林、植物梳理、绿道工程及

配套建筑等

11930 惠济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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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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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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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金水区东风渠（三全路

至贾鲁河段）综合提升

工程

总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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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金水区

续建项目（4 个）

1
河南嵩北国家级森林公

园创建项目

总面积 42570 亩，主要建设嵩北片

区、五指岭片区和蟠龙山片
30000 巩义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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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周封祀坛遗址生态文

化公园

主要建设游客服务设施、园区道路、

景观绿化和基础设施等
31000 登封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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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00 管城回族区

拟开工项目（3 个）

1 登封市莲花山森林公园

总建筑面积 0.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绿化工

程以及配套设施等等

36720 登封市

2 郑州市二七双碳产业园

主要建设研发、制造、运营、推广、

人才团队建设一体化，承接中科院

体系双碳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承载

南方电网双碳生产项目建设实施，

致力于建设“河南第一、全国领先”

的双碳产业省域大本营

300000 二七区

3 省道 312 新增绿化工程

主要建设生态廊道工程、新增停车

场工程、示范段新增绿地工程及新

增驿站工程等

16617 惠济区

（二）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5 个）

竣工项目（2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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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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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日处理能力 800 吨，主要建设 2×

400 吨/日机械炉排垃圾焚烧锅炉，

1×N18MW 汽轮发电机组

39920 登封市

续建项目（2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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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郑州（西部）环保能源

工程

总建筑面积 12.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全封闭垃圾发电厂一座，日处理

生活垃圾 4000 吨，投产后年上网发

电量约 5.8 亿度，主要处理二七区、

中原区、惠济区、高新区和上街等

区域的生活垃圾

349900 荥阳市

拟开工项目（1 个）

1
郑东新区森林公园凤栖

阁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0.9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凤栖阁建筑群及鹤悠舫建筑群

组成

20000 郑东新区

（三）节能降碳（3 个）

竣工项目（1 个）

1

巩义市恒昌铝业有限公

司铝板带材连续式气垫

退火技术改造项目

对原有两条在线退火线采用连续式

气垫退火技术进行设备改造
21000 巩义市

拟开工项目（2 个）

1

河南凯翔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 20 万吨耐火材料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6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标准化厂房、节能高温隧道窑、高

温梭式窑、自动配料系统、半成品

制造系统、脱硫脱硝除尘环保治理

系统和环保在线监测系统

30000 新密市

2

郑州瑞泰耐火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11.5 万吨节

能低碳复合新材料技术

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新建 1

条 110 米超高温节能隧道窑和一座

14666 平方智能化立体库房等

15000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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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生和社会事业项

目（88 个）

竣工项目（16 个）

1
新密市生活垃圾分类推

广示范项目

主要建设生活垃圾分拣中心、生活

垃圾推广展示培训中心、生活垃圾

填埋场封场绿化、生活垃圾分类投

放亭

16550 新密市

2
郑州航空港区旭港置业

有限公司护航中心

总建筑面积 5.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航空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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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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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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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0 荥阳市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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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荥阳市基层服务能力及

疫情防控能力提升项目

主要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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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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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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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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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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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

管线工程项目

主要敷设再生水管线总长度约

210.5 公里
122215 中原区

11
郑州市再生水利用四环

管线配套工程项目

主要建设 5座水源泵站、2 座加压

泵站、1 座高位水池及其配套泵站
17241 中原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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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郑州

（新郑）江山学校（小

学部）

总建筑面积 3.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教职工宿舍、办公楼、

食堂及相关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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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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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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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殡仪楼、地下车库、业务用房、道

路管网、强弱电、消烟除尘、景观

绿化工程等

24947 二七区

续建项目（46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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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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总建筑面积 2.1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全民健身馆、平战结合机动车库

及其它配套设施

13090 郑州经开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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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

有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共建 1242

套，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100000 郑州经开区

4 郑州美尔康复医院

总建筑面积 33.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国际医院、体检中心、健康管理

中心、妇儿中心、470 张床位等

160000 郑东新区

5
郑州万科医疗养老产业

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 93.7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高端养

老公寓、多元商务、生态体育公园

等（不含商品住宅开发）

500000 二七区

6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附属康复医院

总建筑面积 4.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一所集医疗、康复、护理为一体

的专业康复医疗机构

30000 二七区

7
二七区 21 所中小学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42.4 万平方米，新建学

校共 21 所
172636 二七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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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新密市雪花山森林运动

公园项目

总规划面积 10200 亩，主要包括游

客服务中心、主入口广场、篮球场、

足球场、停车场、徒步登山道路、

公厕、管理费、山体绿化、水电等

配套系统

39451 新密市

10

郑州航空港置廷实业有

限公司郑州桐柏一中实

验学校

总建筑面积 7.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图书馆、餐厅、学生宿

舍等

50000
郑州航空港

区

1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新建

工程项目

总建筑面积 6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教学楼、图书馆、综合体育馆、校

行政办公用房、师生宿舍及相关配

套设施

349798
郑州航空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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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教育

能力提升打捆项目（6

个）

总建筑面积 53.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五号安置区学校、河东六号安置

区学校、双鹤湖一街小学、滨河西

路小学、区属高级中学、益智学校

等 6个学校

132202
郑州航空港

区

13
郑州城建职业学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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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巩义市中小学建设打捆

项目

主要建设中小学 4所，总建筑面积

约 17 万平方米，分别是：巩义市政

通路学校、巩义市嵩山路小学、巩

义市鲁庄镇中心初级中学、涉村镇

中心小学

60000 巩义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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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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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郑州经开区安置房打捆

项目（32 个）

主要建设明湖盛和小区、世和小区、

泰和小区等 32 个安置区项目
3293668 郑州经开区

18
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建

设项目（8 个）

总建设面积 37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智通小学、锦祥小学、瑞春学校、

锦绣小学、第七中学、第八中学、

滨河中学、滨河第三小学等八所学

校

133423 郑州经开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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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康泰国际养老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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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66 中原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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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门急诊、病房、保障用房于一体

的综合楼

43016 中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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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郑州华山医院特需中心

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

科、麻醉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

像科、中医科、中西结合科等

12000 中原区

23
中原区中小学打捆项目

（8 个）

主要建设颍河路小学、东石羊寺幼

儿园、山河道小学、景悦城一小、

景悦城二小、互助路教育集团金科

校区、创文中学、九龙城学校 8所

学校

57354 中原区

24 惠济区青年人才公寓
总建筑面积 19.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区级青年人才公寓
80000 惠济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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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家政专业实训中心、家政服

务高端人才培训中心等

11992 惠济区

26
郑州市惠济区托幼提升

项目

主要包括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开元园

区等 20 所幼儿园的回购、装饰装

修、景观绿化工程、设施设备采购、

电路改造等

30313 惠济区

27 惠济区全民健身中心

总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训练馆、游泳馆、综合球类

馆等

15000 惠济区

28
郑州高新双湖博物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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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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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登封市少林友谊学校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13.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综合

楼等

80000 登封市

31
登封市殡葬设施建设项

目

总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城市公益性公墓和殡仪馆
22720 登封市

32
新郑市图书档案方志馆

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3.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新郑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以

及项目区内绿化、道路及硬化，大

门、围墙、室外供水、排水、电力、

消防、通讯等工程

17272 新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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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金水区敬老养老院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 2.99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敬老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

置床位 500 张

18128 金水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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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金水区总医院应急能力

提升项目

总建筑面积 10.6 万平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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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金水区乡村振兴（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郑州)

主要对辖区内马渡村、来童寨村及

黄岗庙村三个行政的村容环境综合

整治、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便

民服务中心建设、乡村道路提升及

绿化工程、生态游园建设等

56826 金水区

37 白庙医养结合项目
改造房屋 1.3 万平方米，购置设备，

对辖区进行提供医疗及养老服务
11235 金水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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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管城回族区城垣遗址公

园建设项目及核心区文

化展示项目

主要建设宫殿区遗址公园、宫殿区

考古工作棚、城隍庙两侧环境提升

工程，站马屯、站马屯西、小刘等

遗址生态文化公园，商代王城核心

区游客服务中心、建设成就展、博

物馆、展示馆，商代都城城垣遗址

公园环境提升

63885 管城回族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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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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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00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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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郑东新区金光集体土地

租赁房一期

总建筑面积约 22.9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租赁住房、配套商业及社区配

套等设施

106000 郑东新区

43
郑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医

院建设项目（一期）

建筑面积 21.3 万平方米，一期设置

床位 1000 张，主要建设门诊部、急

诊部、住院部、医技用房、科研教

学用房、实验室、预防保健用房、

行政办公用房、保障用房等

153504 郑州高新区

44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滨

河院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 14.45 万平方米，设置

床位 1000 张，建设内容为门急诊、

医技楼、病房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

施

75458 郑州经开区

45
郑州国师实验高中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5.6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宿

舍楼、教师公寓、餐厅、风雨操场

等

100000 荥阳市

46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传

染病区综合楼项目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一栋传染病综合楼、行政后勤楼、

生活用房及配套公用工程

11648 新郑市

拟开工项目（26 个）

1
郑州中原英烈馆周边环

境提升及征迁项目

该项目主要包含征迁、高压线迁改、

道路提升等，道路改造提升全长

2385 米，英烈馆北院上空七道高压

线迁改入地高压走廊占地宽度约96

米，长度约 1400 米，齐礼阎社区公

墓总占地约 20 亩，建筑面积约 1417

平方米

25000 二七区

2
新密市市民服务中心建

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综合服务中心（包含行政服务中

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民之家

等）、博物馆、展览馆、综合馆[包

含科技馆、图书馆、文化馆、档案

馆、青少年（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和地下场所等五处综合性建筑

211668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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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密市殡葬设施项目

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为骨灰堂、悼念厅、办公用房、

门卫、墓穴、围墙、道路硬化、绿

化、购买变配电设备及消烟尘设备、

桁车等。地面工程、墙面工程、尾

气遮雨棚工程及购买设备等

38051 新密市

4
郑州经开区祥云办事处

乡村振兴项目（一期）

主要对 9 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公共

文化设施、配套及村容村貌改造提

升

132000 郑州经开区

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养示范园区项目

总建筑面积 10.5 万平方米，租用村

民集体土地，建设政府主导的康养

示范园区，包含老年公寓、养老院、

健康管理中心（不含商业房地产开

发）

60000 郑州经开区

6
郑州市中原区早期人防

工程综合治理项目

涉及面积 14 万平方米，主要对人防

工程进行回填、加固，消除隐患
36900 中原区

7
中牟县医疗卫生救治能

力提升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

县人民医院二期工程、县卫生防疫

站迁建项目

50500 中牟县

8
新密市工人文化宫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教育中心、文化中心、体育中心、

体育中心、工运展示中心、职工服

务中心、音乐厅、地下车库、培训

中心、仓库、档案室、党员生活馆

15927 新密市

9

新密市中医院老年康复

中心、应急救治中心、

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项

目

康复中心总建筑面积 2.6 万平方

米，主要建设老年病疗护、残疾人

肢体矫形康复、临终关怀、老年康

复训练等；应急救治中心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胸痛、卒

中、创伤、中毒等疾病救治中心，

并承担公共卫生应急救治培训功

能；信息化建设、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

配备及人才培养；村卫生室改造升

级

50691 新密市

10
新密市人民医院建设项

目

主要建设门诊楼、病房楼、行政综

合楼等配套设施
60000 新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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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密市公安局驾驶人考

务中心

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 1栋 9F 驾驶人考务中心、办证服

务中心等设施

37818 新密市

12
郑州市第一中学航空港

校区

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该校区

设计为 66 个教学班，在校生 3300

人

30075
郑州航空港

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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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荥阳市体育馆、游泳馆

新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主要

建设体育馆、游泳馆、中央大厅、

地下停车场、地下泳池设备间等相

关配套设施

23000 荥阳市

15
荥阳市人民医院整体建

设二期工程

总建筑面积 6.65 万平方米，建设门

急诊楼、门诊医技楼、污水处理站

及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18200 荥阳市

16 惠济区中小学打捆项目

主要建设惠济区银通路中学、春熙

路初级中学、实验初级中学、新城

路中学、科技路中学、郑州市实验

初级中学等 6所中学和惠济区祥云

路小学、银山路小学、国基路小学、

杜庄小学、桂圆街小学、金杯路小

学等 6所小学

172548 惠济区

17
郑州市惠济区托幼提升

项目（二期）

主要建设惠济区老鸦陈第一幼儿

园、惠济区老鸦陈第二幼儿园、惠

济区老鸦陈第三幼儿园、惠济区老

鸦陈第四幼儿园、惠济区老鸦陈第

五幼儿园、兴盛苑小区配套幼儿园、

中海锦榭华庭配套幼儿园、惠济区

申庄(小学改建）幼儿园、惠济区马

村（小学改建）幼儿园等 9个幼儿

园

31504 惠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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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郑州市惠济区卫生医疗

提升建设项目

主要对惠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惠济区人民医院、古荥镇卫生院、

花园口镇卫生院、新城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大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长兴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刘

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山路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9 个医疗卫生机构进

行业务用房改造、安装电梯、购置

医疗设备

17511 惠济区

19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

提升改造项目

主要对门诊医技综合楼和病房楼部

分建筑设计标准、平面布局进行优

化提升，增加相应业务用房

56641 上街区

20
登封市城区新建学校项

目

总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中原区伊河路小学登封校区、崇

高路小学教育集团嵩颍校区以及商

埠街小学教育集团颖河路校区，新

增学位 4320 个

31014 登封市

21
黄岗庙非遗研学产业园

项目

同省内高校合作依托于小镇特色非

遗资源，建设特色非遗的创作、展

示、交易、传播、体验等平台，提

升小镇整体的品牌形象

20000 金水区

22

赣江路中学、峨眉路小

学等 13 所中小学建设

项目

总建筑面积 28.8 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赣江路中学、峨眉路小学、梦想

路小学、振兴东路中学、南台路一

小、创新街小学北校区、管城区实

验学校、管城区实验中学、明珠路

小学 9所中小学；扩建管城回民中

学、南十里铺小学、五里堡小学、

逸夫小学 4所中小学

120156 管城回族区

23
管城回族区文化街区提

升改造项目

文化街区灾后修复、商代都城城垣

遗址公园灾后修复、清代熊儿桥维

修加固、岳氏、李氏民居保护性修

缮及展示利用

87300 管城回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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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管城回族区医疗卫生综

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主要进行

二院扩建、中西医结合医院迁建，

管城中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大肠

肛门病医院服务能力提升、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装修改造

127906 管城回族区

25
郑州管城圣玛妇女儿童

医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 11.9 万平方米，设置床

位 600 张。主要建设以妇产科、儿

科为主要专科的非营利性二级妇女

儿童医院

100000 管城回族区

26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儿

童医院建设国家儿童区

域医疗中心（南院区改

造、教学能力提升及医

学设备添置二期）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 3.56 万平方米，主要

包括南院区改造、教学能力提升及

医学装备添置，其中南院区项目改

造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 1

号，原郑州测绘学校校区内，改扩

建后设置床位 600 张

67782
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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