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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汴政办〔2022〕5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结合省委锚定“两个确保”、推

进“十大战略”部署要求，紧紧围绕“16136”总体工作思路，

树牢“项目为王”鲜明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

开展“三大建设年”活动，把重大项目建设“三个一批”活动

作为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总抓手，2022 年我市将实施“8121”

投资促进计划，即 8 个领域，建设 1000 个以上项目，当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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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投资 2000 亿元以上，先进制造业项目当年计划完成投资

1000 亿元以上。我市“8121”第一批重点项目共计 1127 个，

年度计划投资 2575 亿元。其中，新开工项目 759 个（含当年新

开工并竣工项目 374 个），年度计划投资 1563 亿元；竣工项目

238 个，年度计划投资 572 亿元；续建项目 130 个，年度计划

投资 439 亿元；先进制造业 448个，年度计划投资 1228亿元。 

开封市 2022 年“8121”第一批重点项目名单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予以印发。请各县区、各单位按照全市统一安排部署，

切实抓好项目建设。 

一要认真贯彻落实市重点项目责任制。加强项目外部环境的

协调力度，解决好项目土地征收、安置补偿、涉农关系、配套工

程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坚决治理干扰、阻挠重点项目建设的非法

行为，严厉打击强装强卸、强买强卖、偷盗破坏及乱收费、乱罚

款等不法行为。对涉及本部门、本单位的行政许可事项要优先受

理限期办结。要主动深入基层，为项目建设提供服务。 

二要强化项目管理。项目法人要严格执行合同，依法强化

对项目参建单位和供应商的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项目所

在地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项目监管，确保项目高质量、

高标准按期完成。 

三要全面落实项目质量责任制，确保工程质量。各县区、

各部门和项目法人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础设

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精神，建立健全项目法人制、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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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工程质量终身制，

项目必须按合理工期组织实施。 

四要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协调服务力度。各级发改委、

财政、审计、住建等部门要加强项目在建设程序、招标投标、

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合同履行和建设环境等方面

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查处。要着重对市级领导分包重大

项目、“三个一批”项目和省市重点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进行考

核，并对项目投资进度、完成投资总量、开竣工率、联审联批

完成率等情况进行通报。 

五要加强项目月报制度和工程质量重大事故报告制度。各重

点项目责任单位要有专人负责督促重点项目单位上报工程进展情

况，工程建设信息采取网上直报的形式，由项目单位于每月 25

日前通过开封重大项目建设网（www.kfdxm.com）上报项目的投

资完成、形象进度、手续办理、资金到位、存在问题等情况。 

 

附件：开封市 2022 年第一批重点项目名单 

      

 

 

 

2022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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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兰考县：（107 个） 

兰考县 5G基站建设工程 

兰考县社会治理体系智慧化城市改造项目 

兰考县城区综合提升工程 

兰考县城投公司兰阳路、兰阳北路安置房建设项目 

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片区城市改善项目 

兰考县中心公园建设项目 

兰考县 2022 年集中供暖项目 

兰考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兰考县堌阳镇产业园区道路管网项目 

兰考县兴兰置业安置房建设项目 

兰考县惠安街道韩村社区安置房项目 

兰考县城区道路新建工程 

兰考县城区、产业集聚区积水点改造工程 

S218兰考境南彰镇至兰考与杞县交界段改建工程 

沿黄高速民权至兰考段建设项目 

兰考县乡镇交通提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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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至兰考铁路建设项目 

兰考至原阳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工程 

国道 240线兰考堌阳镇至开封曲兴镇段改建工程（兰考境） 

兰考县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2022年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郑开同城（兰考）东部供水工程二期项目 

兰考县国电投集团（中国电能成套设备公司）新能源制造项目 

兰考县恒林家居产业园项目 

河南省（兰考）城市矿产资源经济示范产业园项目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格林美（中原）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金属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 

兰考县青龙岗家具配套产业园区二期项目 

兰考县南彰镇名门木秀家居产业园基建项目 

河南恒大大自然木业木门项目 

兰考县立邦长润发集中喷涂中心建设项目 

兰考县大农实业有限公司食品工业园项目 

兰考县闫楼乡工业区新建项目 

河南亦磊自动化智能设备制造项目 

兰考县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河南益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统门窗项目 

兰考县堌阳镇桑蚕产业园项目 

兰考县山东君诺管道（普惠国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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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兴兰伟业扩建项目 

河南本奕宠物用品项目 

兰考县东坝头酒店家装家具生产项目 

河南维景酒店家具封边条项目 

兰考县堌阳镇民族乐器一二三产融合项目 

兰考县鸿通家居全屋定制家居项目 

兰考县金不换药业片剂、丸剂等剂型增产项目 

兰考县上海民族乐器厂项目 

兰考县欧之星门业公司扩建项目 

兰考县东坝头室内门生产项目 

兰考三环人造板技术改造项目 

兰考县恒隆木制品有限公司木制品深加工项目 

河南省春诺木业有限公司木制品加工项目 

兰考县润创木业有限公司木制品加工项目 

兰考县福源家居有限公司酒店家具生产项目 

兰考县鸿运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项目 

兰考县曲大姐食品有限公司方便食品生产项目 

兰考县鑫世达公司板材生产项目 

兰考县广鸿木业有限公司室内门生产项目 

河南（兰考）美得装饰材料技术改造项目 

兰考县堌阳镇乐器产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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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光大科技产业园项目 

河南恒聚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风光热氢储一体化可再生能

源热电机联供与光伏发电应用一体化建筑项目 

兰考县洛尔克电梯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兰考正大肉鸡全产业链项目 

兰考县裕展智造 5G 手机精密机构件项目 

杭萧钢构（兰考）有限公司钢结构建筑构件生产项目 

兰考县索菲亚家居有限责任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兰考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TATA木门制造项目 

河南博源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充气绝缘开关柜生产项目 

兰考县飞龙机械汽车起重机技改项目 

兰考县宁波斯蒂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服饰产业园项目 

兰考县艺格公司木门生产项目（二期） 

兰考县孟寨乡物流园区项目 

兰考县小宋镇黄蔡河生态旅游项目 

兰考县农投公司水木九天项目 

兰考慧谷健康产业园发展公司健康慧谷产业园项目 

兰考县兰仪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安澜中心建设项目 

兰考胜伟国家级盐碱地肉牛产业园项目 

兰考县森农实业有限公司生猪屠宰扩建项目 

河南鑫合食品有限公司蜜瓜加工仓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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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天地鸭业有限公司屠宰车间（二期） 

兰考县农光互补一体化设施农业建设项目 

兰考县黄河滩内 10 万亩优质饲草种植项目 

兰考县兰牛养殖有限公司万头奶牛场建设项目 

兰考县农投公司花麒牧业改造扩建项目 

兰考县许河乡特种肉鸭养殖项目 

兰考县肉牛扩繁养殖项目 

河南坤盛牧业有限公司牧业种业提升项目 

兰考县农投公司高标准良田项目 

河南联兴牧业有限公司现代化智慧化生态有机奶业及主题

观光基地建设项目 

兰考县城投生态牧业万头奶牛场示范项目 

2021年兰考县产业发展项目 

兰考县城市污水厂尾水湿地项目 

兰考县黄河沿岸生态廊道建设项目 

兰考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兰考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 

兰考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兰考县黄河湾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兰考县乡镇提升工程 

2021年兰考县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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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郑州工商学院东校区建设项目 

兰考三农职业学院与高级技工学校共享综合性实训基地建

设项目 

兰考县中小学建设项目 

兰考县健康医疗集团新院区建设项目 

兰考县传染病医院项目 

兰考县元贞人文纪念园建设项目 

兰考县精神病院建设项目 

兰考县疾控中心建设项目 

兰考县应急物资储备建设项目 

兰考县立邦固废处理项目 

杞县：（120个） 

河南（杞县）高效农业产业研究院项目 

杞县公安局雪亮工程项目 

杞县智慧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杞县 5G基站建设工程项目 

杞县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杞县县城道路建设工程项目 

杞县海河整治改造工程项目 

杞县 2022年老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 

杞县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污泥处置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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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城乡一体化城南新区农民集中用房项目（一期） 

杞县西十里铺棚户区改造项目 

杞县东关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杞县交通枢纽及一体化服务产业园建设项目 

国道 343 线杞县睢县界至杞县通许界段修复养护工程项目 

国道 106 杞县段升级改造工程项目 

杞县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2022 年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杞县三峡新能源 100MW风电项目 

杞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 

开封市杞县淤泥河（开杞县界至黑木段）治理工程项目 

河南御金坊食品有限公司高档糕点生产项目 

开封鑫海有限公司智能化新农业粉业生产项目 

开封市益友回族冷食公司冷饮及速冻食品生产项目  

杞县瑞茂棉纺有限公司棉纱生产项目 

杞县山东华星铝业有限公司高端智能化铝型材生产项目 

开封瑞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锂电池负极材料生产项目 

杞县水投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新型建材生产项目 

杞县兆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核桃深加工项目 

河南中首铝业有限公司铝型材生产项目 

开封市丰收棉业有限公司棉纱生产项目 

开封杞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固态白酒（酱酒）智能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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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配套项目 

开封市鑫之华纺织有限公司气流纺生产项目 

杞县家晨标准件厂电路器材生产项目 

开封欣然木材加工厂方木生产扩建项目 

杞县天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蛋白粉生产项目 

开封道禾食品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金安蒜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蒜深加工及配套项目 

杞县柿园乡聚福园铝业有限公司三期改造项目 

开封市德鑫纺织有限公司环锭纺生产项目 

河南若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礼仪用品加工项目 

杞县金杞铝业集团高端工业铝型材项目 

杞县茂盛粮机国家粮食加工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升项目 

开封兮岑工艺品有限公司数字油画工艺品生产项目 

河南栋顺安防科技有限公司消防器材生产项目 

河南玉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机肥生产二期扩建项目 

河南邦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托板制品建设项目 

杞县合力盛达铝业智能化改造项目 

杞县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单晶硅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天冠铝业有限公司节能工业铝型材建设项目 

杞县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磁钢生产项目 

杞县宗店乡纺织基地项目 



— 12 —    
 

河南润旺五金金属有限公司铝型材制品生产项目 

河南明晟铝业有限公司铝型材模具生产项目 

杞县艺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铝型材配套玻璃生产项目 

杞县晨晖家具有限公司型材家居生产项目 

杞县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项目 

河南中杞铝业科技有限公司铝型材加工项目 

河南奥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粮食机械加工项目 

河南卓悦幕墙门窗有限公司幕墙门窗生产项目 

杞县铝之信公司铝业生产项目 

河南筑美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铝合金型材生产项目 

河南仁发包装有限公司编织袋生产项目 

杞县同富门业加工厂高档防盗室内门窗生产项目 

开封维峰机械有限公司机械加工项目 

杞县万维纺织品有限公司纺织品加工项目 

开封市银丝粉条有限公司粉条生产加工项目 

河南洁之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铝型材吹膜包装配套项目 

开封市留杰建材有限公司稳定碎石沥青混合料生产项目 

杞县远洋铝业有限公司铝型材加工项目 

开封泓昕商砼有限公司预拌混凝土生产项目 

河南三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附着力塑粉生产项目 

开封政翰粮油机械有限公司三期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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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世合型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型材产业新城建设项目 

杞县福播名门门窗加工厂高档防盗室内门窗生产项目 

河南君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医用口罩生产项目 

河南省金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冷库仓储项目 

杞县砂锅文化产业园项目 

杞县苏木大蒜交易市场及冷链配套项目 

开封市胡志中建材销售有限公司综合性服务项目 

杞县（裴村店）冷链物流园建设项目 

杞县葛岗镇新材料物流园项目 

杞县五里河镇果蔬冷链物流项目 

杞县高阳镇汉风古韵郦苑景区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河南金杞大蒜仓储物流园项目 

杞县鸿昌农产品有限公司鸿昌大蒜产业园项目 

杞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7万吨标准化仓库改扩建项目 

杞县电商物流公共配送中心项目 

杞县柿园乡农贸产业园冷链物流项目 

河南大蒜现货交易中心暨配套产业园项目 

杞县潘安食品（国家级）大蒜研发中心项目 

杞县牧原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二期） 

杞县沙沃乡蔬果大棚种植项目 

杞县农业产业化强弱项补短板项目 



— 14 —    
 

杞县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杞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杞县小蒋河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开封鑫之辉再生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废旧电池拆解项目 

杞县 2021—2022年冬春国土绿化建设项目（打捆） 

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 

杞县综合幼儿园建设项目 

杞县高级中学整体提升项目 

杞县技工学校技能培训基地建设项目 

杞县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杞县乡村卫生整体提升暨医养结合项目 

杞县公共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杞县全民健身综合馆项目 

杞县室外体育活动广场项目 

杞县县城卫生健康综合提升项目 

杞县水东烈士陵园及广场综合提升项目 

杞县麒德置业有限公司麒麟郡小区建设项目 

杞县中闽置业有限公司杞国和院建设项目 

全省饮用水地表化杞县试点工程 

开封市合力盛达智能化改造项目 

杞县华泰虹实业有限公司假发生产线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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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轩绒纺织有限公司棉纱项目 

杞县瑞丰新材料有限公司负极材料科技（技改）建设项目 

河南天新花生制品有限公司花生碎生产项目 

开封棉联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棉纱生产项目 

杞县启航游乐园项目 

河南云仓二号仓储有限公司河南大蒜产业园深加工及配套

项目 

河南省现代物流产业园 

通许县：（139 个） 

通许县数字经济产业园 

通许县融媒体中心智能化提升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 

通许县平安县域建设项目 

通许县 5G基站建设项目 

通许县城市智能停车场项目 

通许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通许县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 PPP建设项目 

通许县供水厂及供水管网项目 

通许县城乡客运站项目 

通许县护城河综合治理项目 

通许县第二污水厂及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通许县农村公路桥梁提升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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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境内省道改造提升项目 

通许县百县通村入组工程 

通许县四所楼服务区灾后重建项目 

通许县竖岗超限检测站建设项目 

通许县 X011 户北线灾后重建项目 

通许县 Y034 裴庄—百里池灾后重建项目 

开封—周口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通许段）项目 

通许县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2022年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通许县引黄调蓄工程项目 

通许县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项目 

通许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项目 

涡河干流开封段（裴庄闸—张百虎桥）治理工程 

通许县恒速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纸箱加工项目 

通许县江苏清谷食品有限公司红薯深加工项目 

河南龙娣建材有限公司装饰材料生产项目 

通许县高新技术创业园项目 

河南奥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家居生产项目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家居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开封轩发木雕工艺品有限公司木雕加工项目 

河南三王食品有限公司糕点食品加工项目 

通许县牧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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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敦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免加硬亚克力薄膜项目 

杭州联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塑料管件管材生产项目 

通许县十三香调味品生产项目 

河南智强防水科技有限公司高分子防水材料项目 

河南博锐流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智能化特高压管道生产项目 

通许县众益诚畜牧设备有限公司家畜饲养机械生产项目 

通许县卡维木业有限公司板材生产项目 

通许县梵卯木业有限公司木制品加工项目 

通许县莲祥食品有限公司玫瑰深加工项目 

通许县韫林木业有限公司木制品加工项目 

开封安隆服饰有限公司服饰加工项目 

通许县忠意达鞋服有限公司服饰加工项目 

通许县鑫瑞永晟家具有限公司木质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梵冠家具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夏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装饰材料生产项目 

河南印信包装有限公司包装袋生产项目 

通许县迈之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机械设备生产项目 

通许县产业项目技术升级改造（打捆） 

开封拓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门窗生产项目 

开封晟丰食品有限公司油炸面腐竹等食品生产项目 

通许县森之居家具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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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舒山达鞋业有限公司中高档鞋生产项目 

通许县开宇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空调设备配件生产项目 

通许县好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制剂扩建项目 

开封祥亨门业进户门室内门生产项目 

河南世泽锦铂家具有限公司酒店家具生产项目 

河南淡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皮革沙发项目 

开封市木宏木业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开封市盛源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瓶子瓶盖生产项目 

开封雅巅木业有限公司木制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岚晟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尚君木业有限公司模板加工项目 

通许县景尚木业生产项目 

通许县联吉实木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仟润源商砼项目 

开封威亮实业有限公司日化用品生产项目 

通许县联合木业产业园项目 

通许县懒货食品公司休闲食品生产项目 

上海源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制冷设备生产项目 

通许县木泉木业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丽星食品产业园项目 

河南筑友智造装饰产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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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增浩智能装备研发项目 

河南雨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建设项目 

通许县大宏爱思嘉农业产业项目 

通许县宏丰冷库服务有限公司电商物流冷链仓储配送项目 

通许县农贸市场建设项目 

通许县天仓粮油扩建项目 

通许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 

通许县山西袁家村邸阁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通许县玫瑰小镇建设项目 

通许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通许县厉庄乡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园项目 

通许县海雷生猪养殖项目 

通许县冯庄乡东双沟产业示范园项目 

通许县西朱庄养殖园区项目 

通许县水毁农田灾后重建项目 

通许县三用菊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河南泳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开封旭鹏置业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科技园项目 

开封市务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园项目 

通许县四所楼镇禾丰肉鸭养殖扩建项目 

通许县四所楼农业产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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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裕久安畜禽粪污处理项目 

通许县开封和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加工工业钢铁边角

料及废旧汽车拆解项目 

通许县国储林建设项目 

通许县涡河故道毛李生态湿地项目 

通许县 58科创建设乡村振兴产业园项目 

通许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 

通许县农村教师周转宿舍项目 

开封中医药职业学院建设项目 

通许县三馆一中心建设项目 

通许县教育发展中心建设项目 

通许县技工学校建设项目 

通许县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通许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体搬迁项目 

通许县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新建项目 

通许县乡镇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 

通许县殡葬园建设项目 

通许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目 

通许县失能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照料中心项目 

通许县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 

通许县全民健身综合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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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舒心养老院建设项目 

通许县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楼项目 

通许县粮食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 

通许县应急指挥中心建设项目 

通许县建业幸福里建设项目 

通许县建业春天里建设项目 

通许县御景湾四期建设项目 

通许县凯旋城三期建设项目 

通许县建业城建设项目 

通许县碧桂园建设项目 

通许县建业壹号城邦建设项目 

通许县美林湖畔二期建设项目 

开封嘉木家具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通许县江苏业勤服饰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河南宇东面粉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技术改造 

通许县上都实业有限公司小麦淀粉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怡味源食品生产项目 

通许县宜昌盼盼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沐睿包装有限公司包装材料生产项目 

通许县图林木业有限公司室内木门生产项目 

通许县维厚谱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特种车辆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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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优如益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物制药项目 

通许县新普康生物制药项目 

尉氏县：（161 个） 

腾达云联（河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市建材工业互联网项目 

尉氏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尉氏县尉北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尉氏县南湖周边城中村改造项目 

尉氏县小东门社区棚户安置房项目 

尉氏县城区分布式供暖项目 

尉氏县居安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供暖项目 

尉氏县市政基础设施灾后重建项目（打捆） 

尉氏县啸台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 

尉氏县城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 

尉氏县青霞故居周边棚户区旧城提升改造项目 

尉氏县城区部分道路建设项目（打捆） 

尉氏县要庄村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 

S223线东三干渠至北康沟河桥段灾后恢复重建工程 

尉氏县交通基础设施灾后重建项目 

机西高速尉氏段朱曲镇服务区项目 

尉氏县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2022年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尉氏县贾鲁河流域恢复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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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水利基础设施灾后重建项目（打捆） 

尉氏县双洎河治理工程 

尉氏县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 

尉氏县纺织有限公司精梳棉纱技改项目 

尉氏县鑫旺棉业有限公司高档纺纱智能生产线技改项目 

尉氏县优沃产业园中草药生产项目 

尉氏县领优产业园医疗器械生产项目 

尉氏县昊昌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尉氏县兴开木业有限公司免漆家具技改项目 

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缓控释颗粒剂车间设备升级改

造项目 

开封市银泰纺织有限公司棉纱生产项目 

尉氏县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棉纱项目 

尉氏县奥博制衣有限公司服装生产技改项目 

河南锦之森家具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尉氏县鑫瑞纺织有限公司棉纱生产技改项目 

尉氏县亿佳尚品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尉氏县华亿木歌家具有限公司系列家具生产项目 

开封鼎创家具有限公司现代家具生产项目 

尉氏县盛世邦瑞家具（河南）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尉氏县曹氏天正生物科技（河南）有限公司水溶性肥料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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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天星园农业有限公司马铃薯淀粉加工项目 

河南晋川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洁净门窗和空气净化设备生产

线项目 

尉氏县中发商砼有限公司混凝土水稳碎石生产项目 

河南宏图商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纸板生产项目 

河南电力电缆有限公司中压电力电缆生产项目 

开封尚氏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新型建材改扩建项目 

河南创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器件分装项目 

河南万之通塑业有限公司机井配套护桩井盖生产线项目 

河南世派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塑料装饰板材生产项目 

尉氏县可美可新门业有限公司家具加工产业园项目 

河南盛腾实业有限公司彩钢板钢构生产项目 

河南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高支棉和针织布生产项目二期 

河南力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建材生产项目 

河南佰惠嘉公司燃气报警器壳体生产项目 

尉氏县中产集团尖端 4.0 工业设备制造基地项目 

尉氏县中产集团汽车雷达和摄像头生产项目 

尉氏县冠豫幕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开封鑫泰阀门有限公司智能阀门项目 

河南丰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机肥生产项目 

尉氏县茂森塑业有限公司废旧塑料再生颗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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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 

尉氏县丰鑫纺织有限公司全棉脱脂非织造布技改项目 

河南新思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绷带和高分子夹板项目 

开封弘溢木业有限公司家具板生产项目 

尉氏县中信药材有限责任公司中草药产业园项目 

尉氏县中方原木门厂智能木门家具项目 

开封金诺木业有限公司智能木门家具生产项目 

尉氏县汽车制造产业园项目 

开封鑫迪佳木制品厂家具板生产项目 

河南中原爱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铝灰渣综合利用项目 

河南省时昌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办公综合楼建设项目 

开封恒达橡胶有限公司扩建项目 

尉氏县盈丰棉业有限公司棉线生产项目 

尉氏县中宇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 

开封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肉制品深加工项目 

尉氏县思念集团速冻食品产业园项目 

河南鲁华港东智慧建材城项目一期 

开封福安康实业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建设项目 

河南省长鸿钢结构有限公司二期配套建设项目 

河南柳城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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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瑞泰门业有限公司门窗生产项目 

河南豫之柜集成房屋有限公司集成房屋生产项目 

尉氏县港东高科产业园项目二期 

河南金盛达实业有限公司二期建材项目 

开封柏亿实业有限公司断桥铝防火塑钢门窗项目 

河南奥裕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保温材料生产项目 

河南鸿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纸制品项目 

尉氏县锦程纺织有限公司棉纱项目 

尉氏县鑫瀑纺织厂棉布生产项目 

尉氏县大自然面粉厂面粉生产加工项目 

开封嘉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兽药生产线自动化技改项目 

河南省科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海绵城市建筑材料生产项

目（二期） 

开封市润科实业有限公司（二期）功能布艺沙发项目 

河南瑞华和众和中国医药集团生物医药与生物制剂项目 

河南新中博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豫优医疗健康器械产业

园项目 

河南融之科建材有限公司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开封市吉程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有色金属回收项目 

尉氏县众邦农贸市场有限公司综合批发市场建设项目 

尉氏县有机果蔬仓储物流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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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运辉电子商务产业园项目 

尉氏县合益银行总部大厦项目 

尉氏县富源国际酒店建设项目 

尉氏县万汇龙国际商贸城项目（二期） 

尉氏县农商银行办公楼及员工宿舍楼建设项目 

尉氏县云行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综合性绿色高效水产养殖项目 

尉氏县优质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尉氏县民友种植专业合作社蔬菜粮食作物厂房及冷库建设项目 

尉氏县佳源畜牧养殖场建设项目 

尉氏县农林畜牧类灾后重建项目（打捆） 

河南豫园生态农业旅游项目 

尉氏县中会宏兴农牧有限公司育肥项目 

尉氏县景诚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项目 

尉氏县精胜种植专业合作社自动化冷暖蔬菜大棚项目 

河南富宝牧业建设项目 

尉氏县尾水湿地项目 

尉氏县祥通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报废汽车拆解项目 

尉氏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尉氏县耕耘农业扶贫产业园项目 

尉氏县蔡庄镇中心学校教学楼建设项目 

尉氏县教体局 2021 年长效机制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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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教育文化设施灾后重建项目（打捆） 

尉氏县求实小学建设项目 

尉氏县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尉氏县两所学校教学楼灾后重建项目 

尉氏县中小学建设项目 

尉氏县千里教育集团学校建设项目 

尉氏县教体局 2020 年长效机制建设项目 

尉氏县瑞福祥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普惠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尉氏县邢庄乡医养中心建设项目 

尉氏县医疗卫生设施灾后重建项目（打捆） 

尉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尉氏县中心医院迁建项目 

尉氏县县级医院搬迁扩建项目 

尉氏县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尉氏县金运公交有限公司公交总站项目 

河南翱鹏置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尉氏县银丰置业有限公司鼎盛花半里小区建设项目 

尉氏县瑞隆置业有限公司宏宇贰号院建设项目 

尉氏县金星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金星熙府建设项目 

开封华轩置业有限公司七里花海小区建设项目 

尉氏县远航置业有限公司远东帝景城天澜云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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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瑞隆置业有限公司宏宇尊府建设项目 

开封耀生元置业有限公司永美上和府建设项目 

尉氏县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业尉州上院建设项目 

尉氏县壹家人置业有限公司宜家华府项目 

开封市连洋置业有限公司天晟公馆建设项目 

尉氏县金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尉州新天地项目 

开封荣生元置业有限公司永美首府建设项目 

河南浚泉置业有限公司天御馨城建设项目 

尉氏县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PPP项目 

尉氏县中节能顺城风力发电项目 

河南恒天久大实业有限公司生物柴油及成套装备制造项目 

河南美科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型装饰材料项目 

尉氏县金辉游乐设备有限公司中型游乐设备生产线技改项目 

尉氏县金汤门业有限公司防盗门技术改造项目 

尉氏县华宜实业公司皮革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尉氏县裕农棉业有限公司细纱生产线改造项目 

开封市森簏服饰有限公司服装生产建设项目 

尉氏县豪运有限公司定制家具生产项目 

尉氏县梦宇医养结合项目 

开封龙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电商物流园建设项目 

尉氏盛丰现代农业生态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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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县中医院医养结合项目 

祥符区：（158 个） 

祥符区清祥基地建设项目 

祥符区智慧祥符项目（一期） 

祥符区大数据经济中心项目 

祥符区 5G基站建设项目 

祥符区“雪亮工程”平安乡村建设项目（一期） 

祥符区智慧医疗信息项目 

祥符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开封中原科教城西姜寨城中村（一期）改造项目 

祥符区纬三路、李太沟排水工程项目 

祥符区黄龙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充电桩建设项目（二期） 

祥符区道路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祥符区弱电强电入地项目 

祥符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G240线陈留镇北至祥符区通许县界段修复养护工程 

祥符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祥符区晋开铁路专用线项目 

平北祥符东 35MW分散式风电、祥符南 31MW分散式风电项目 

祥符区小宇新能源公司园区厂房屋顶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祥符区国网开封供电公司 2022年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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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 

祥符区惠济河险工治理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河南碳电高科技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源之品农产品加工项目 

祥符区国投公司高端制造产业项目 

河南华羽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汽车配件生产项目 

开封市黄河钢结构厂升级改造项目 

晋开化工公司二期技改项目 

晋开化工公司老厂区搬迁技术改造升级煤基新材料项目 

开封澳华达食品有限公司食品深加工项目 

开封华邦科技园项目 

开封天下石公司厂房升级改造项目 

开封龙大植物油有限公司厂区升级改造项目 

祥符区胜平制衣公司技改项目 

开封市众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祥符区浩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惠康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兽药生产线智能化改造项目 

祥符区豫森木业加工厂板材生产建设项目 

河南宗恩家具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祥符区再生铝资源综合利用生产项目 

开封市获丰包装有限公司无纺布环保手提袋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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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通茂建材有限公司预制材料生产项目 

祥符区四达农产品设备有限公司喷漆房及生产车间技改项目  

祥符区鑫福油脂食品有限公司食用油生产建设项目 

开封市赛鑫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开封天成钢构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二期） 

祥符区锦鑫鞋厂改造项目 

祥符区东蒙开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业油脂技改项目 

祥符区金林牧业有限公司改造升级项目 

祥符区华旺食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祥符区九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改造升级项目 

祥符区王老太食品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祥符区原业食品有限公司方便米面制品技改项目 

祥符区和成无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档耐火材料改造项目 

祥符区嘉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改项目 

祥符区膳乐多食品有限公司方便食品技改项目 

祥符区威克自动化仪表流量计技改项目 

祥符区金粼包装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祥符区木易乳业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祥符区普度牧业有限公司高档乳猪料生产线改造项目 

祥符区利盈纺织有限公司精梳纱生产项目 

祥符区誉耐实业有限公司合成树脂瓦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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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国安中空钢化玻璃有限公司塑钢门窗技改项目 

祥符区宏远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门式起重机制造技改项目 

祥符区金盾处理有限公司包装箱制造项目 

祥符区仕奇汽车附件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祥符区宝钢气体有限公司新建气体生产项目 

河南小香厨建设项目 

郑州豪哥豪弟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河南吃欢天食品有限公司方便食品建设项目 

河南烹小宴食品建设项目 

祥符区雯盛制衣生产及规模扩建项目 

晋开化工公司液体肥料及合成氨系统变换炉及脱硫塔节能

减排改造升级项目 

祥符区建投公司废资源再造陶粒项目 

祥符区金盾处理水设备制造建设项目 

晋开化工公司尿素溶液液体肥料项目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开封）有限公司都市食品产业港建设项目 

祥符区青天智能仪表科技园项目 

祥符区九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万寿菊加工基地项目 

祥符区亿家冰鲜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升级改造项目 

祥符区灿超食品有限公司速冻食品生产项目 

祥符区恒达预制桥梁有限公司预制件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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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德宁制衣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开封晋开化工产业链项目 

祥符区尚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厂房设备技改项目 

祥符区祥派能源科技公司工业气体生产及气瓶检测项目 

祥符区中裕棉业有限公司智能化棉纱加工项目 

祥符区开元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改项目 

祥符区福晟兴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农副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园项目 

祥符区拓石科技有限公司石英石板材综合项目 

祥符区宇发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升级改建项目 

祥符区国投公司数字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智选假日酒店及配套工程项目 

嘉吉动物营养（开封）有限公司新增散装发货仓项目 

黄龙湖特色休闲度假区建设项目 

朱仙镇古镇保护项目一期 

祥符区陈留运河小镇项目 

朱仙镇国家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朱仙镇启封故园）二期 

祥符区宏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祥符区黄河钢结构有限公司重型钢结构项目（二期） 

祥符区粤泰冷链公司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袁坊乡菌草种植项目 

河南碧展园林万亩草皮培育基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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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优质稻米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开港瓜果飘香休闲农场项目（一期） 

祥符区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祥符区沿黄亚行贷款黄河绿色农田及高效节水示范区建设项目 

祥符区明德农牧蛋鸡养殖项目 

祥符区蔡岗村百万生猪养殖项目 

祥符区半坡店乡绿色高效立体循环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祥符区新宋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光之乐园项目 

祥符区国家级现代生猪产业园（雨润）项目一期 

河南省鸣远实业有限公司大宏桃花源项目 

河南省“多彩豫原”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 

祥符区易洋牧业有限公司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祥符区农业嘉年华及设施农业集群项目 

祥符区国投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蛋鸡养殖项目 

开封市新园五色草花木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项目 

祥符区半坡店乡循环农业高质量发展三产融合示范园区建

设项目（一期） 

祥符区炎黄清明上河村（一期）项目 

开封（爱思嘉）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智慧农业示范方建设项目 

开封黄河生态廊道（二期）建设项目（城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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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 

祥符区黄龙河生态治理项目 

大公环境资源（开封）有限公司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项目 

祥符区罗王白皮松生态园建设项目 

祥符区村镇污水治理工程项目（一期） 

祥符区小哈佛等 6 所民办幼儿园校园旧房等改造项目 

祥符区幼儿园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祥符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 

祥符区开封电子科技学校学生公寓项目 

开封职业学院项目（原开封工商职业学院） 

祥符区中小学幼儿园建设项目 

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祥符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目 

祥符区妇幼保健院应急救治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开封市祥符区数字产业园配套酒店建设项目 

祥符区朱仙镇十里风荷康养园区项目 

祥符区公共能力及医疗应急能力提升项目 

祥符区粮食储备体系提升项目 

开封市阳光经典小区建设项目 

开封市普远商砼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项目 

祥符区横河流量仪表厂（二期）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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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新宋风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新型建材生产项目 

祥符区天宜园食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祥符区颐海火锅食材生产项目 

祥符区智能家具产业园项目 

祥符区智能仪表生产项目 

祥符区贝尔不锈钢球制造有限公司建设项目（一期） 

祥符区紫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混凝土建设项目 

开封中原科教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祥符区刘店乡滩区耕地修复项目一期 

祥符区西姜寨田园综合体 

开封正大公司蛋鸡养殖及蛋类加工项目 

祥符区惠济河人工湿地公园建设项目（一期）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祥符校区建设项目 

祥符区医疗基础设施暨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 

雏鹰小镇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心项目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146个） 

示范区双创科技园项目 

示范区河南大学综合试验园区建设项目 

示范区康必恩医学检验实验室项目 

中国农业大学开封实验站项目 

示范区户外公益宣传智慧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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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杨岗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 

示范区瞿家寨野厂城中村改造项目（未来时代安泰嘉园） 

示范区瞿家寨野厂迁村并居项目（晖达新世界 6号东院） 

示范区陇海二路（一大街—四大街）道路建设项目 

示范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示范区基础设施提升项目 

示范区瞿家寨野厂迁村并居项目（晖达新世界六期 13号院） 

示范区西蔡屯城中村改造项目 

示范区祥和棚户区改造项目 

示范区落堤安置房建设项目 

示范区花生庄于良寨城中村改造项目 

示范区辛堤头城市综合体建设项目 

示范区史砦城中村改造安置房 A区（史砦新村）项目 

示范区横提铺安置房建设项目 

示范区星筑华苑安置房项目 

示范区复兴大道（五大街—十二大街）道路建设项目 

示范区七大街（东京大道—北环路）建设工程项目 

示范区陇海七路（一大街—十大街）慢车道人行道及附属

工程项目 

示范区十九大街（陇海十一路—陇海六路）、二十二大街

（陇海十一路—陇海六路）慢车道人行道及附属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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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科学大道（开封段）道路提升改造项目 

开封新区运粮河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郑开大道以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新区二水厂建设项目 

国道 230 封丘至开封黄河大桥及连接线工程 

郑开快速路（开封段）建设项目 

示范区农村道路建设项目 

高铁客运综合枢纽北站建设项目 

连霍高速开封西站（十三大街站）建设项目 

示范区国网开封供电公司电网建设打捆项目 

运粮河引黄调蓄工程项目（中库） 

马家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开封铁塔橡胶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天元汇邦（开封）新材料有限公司浸渍纸、内饰板生产项目 

河南桃李面包烘焙食品生产建设项目 

示范区正瑞公司高低压成套设备生产项目 

示范区福通控股集团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一期） 

开封城投集团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及配套项目 

示范区高端智能制造园区 A地块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自贸区开封汽车及零部件外贸产业项目  

开封综合保税区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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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综合保税区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项目 

开封综合保税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示范区综合智能电网新能源装备产业集群及配套项目 

开封市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自动化系统研发及生产项目 

开封威利流量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仪表生产项目 

奇瑞汽车（开封）智能化工厂项目 

示范区广佳汽车饰件有限公司智能自动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开封宏文机械有限公司柔性自动焊接生产线改造提升项目 

示范区简一家居有限公司工业智能化 4.0 升级改造项目 

示范区超力电器有限公司车用冷却模块生产线升级项目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结构件车间焊接机器人升级改造及光伏

发电项目 

开封东秀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冲压件焊接件升级项目（技改） 

河南瑞丰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粮食包装袋建设项目 

示范区祥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专用汽车生产线提升改造项目 

示范区牧宝车居股份有限公司脚垫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示范区贝斯科超硬材料产业园项目 

示范区杰源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示范区德鸿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焊接生产线自

动化改造项目 

示范区亚普汽车车载氢系统高压阀门生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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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泰丰生物科技中药丸剂生产线自动化包装生产线扩

能技术改造项目 

示范区盛达水表有限公司技术改造电磁流量计扩建项目 

芜湖威仕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开封分公司冲压生产线自动

化改造项目 

示范区宝日通机械加工有限公司车用冲压零部件扩建项目 

河南平原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智能装备系统建设项目 

益海嘉里（开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花生、面粉、大米、

大豆优质粮油生产项目 

汉晶高新材料（河南）有限公司超高水氧阻隔功能膜项目 

开封佳之德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办公用品项目 

河南传诺堂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医疗设备生产项目 

开封星合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产品

生产项目 

河南联都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车用钣金件、空调外挂机钣

金件生产项目 

河南（开封）华录科技园中原数据湖示范湖项目 

开封全盛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汽车座椅部品建设项目 

中联重科智能化工厂项目 

示范区中原高科大厦建设项目 

示范区橄榄公馆居民配套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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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开封产业园项目 

开封综合保税区文化艺术品保税仓项目 

示范区（洲际）开封中心假日酒店项目 

宋都文化产业园项目 

开封粮食产业物流园区粮食仓储建设项目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新郑门）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 

汴梁小宋城文商旅综合体项目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保税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示范区新城市中心建设项目 

示范区复兴大厦建设项目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保税产业园区

进口应急物资保税仓建设项目 

丰树开封现代物流园建设项目 

马家河湿地生态净化项目 

马家河综合治理生态绿化工程项目 

示范区 2021—2022 冬春国土绿化项目 

示范区 S312 两侧生态工程项目 

示范区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烹饪实训楼项目 

示范区辛堤头小学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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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基地建设项目 

示范区 2022 年中小学建设项目 

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原河南大学民生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开封科学实验职业技术学院项目 

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封片区实验小学项目 

示范区河南医药技师学院开封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中医

药创业实训孵化基地)项目 

河南大学“两校一园”附属幼儿园项目 

河南大学“两校一园”附属小学项目 

河南大学“两校一园”初中部二期项目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创新创业实训楼建设项目 

河南医药技师学院机电实训基地项目 

开封校企合作人才公寓项目 

开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 

示范区康养项目 

示范区乡村振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开封市技术等级鉴定中心建设项目  

示范区金耀街道办事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建设项目（一期） 

开封新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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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第二中医院扩建项目 

开封市中心医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示范区开封市总工会职工帮扶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开封市殡仪馆（一期）建设项目 

示范区自贸创新中心项目（海关大厦） 

开封市体育中心 PPP 项目 

开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项目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迁建项目 

开封市中医院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 

示范区鼎力置业有限公司鼎力中央公馆建设项目 

示范区鼎力置业有限公司鼎力大厦建设项目 

示范区汴京熙华府建设项目 

示范区溪境天澄一期建设项目 

示范区鼎立国际城 G 区建设项目 

示范区建业碧桂园天玺建设项目 

示范区郑开橄榄城八期建设项目 

示范区天骄府建设项目 

示范区星联揽月湾建设项目 

示范区涧溪美景建设项目 

示范区奥园珺樾府二期建设项目 

示范区晖达温莎尚郡三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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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禹州嘉誉府建设项目 

示范区锦豪名都建设项目 

示范区圣桦樾西湖建设项目 

示范区新田野置业有限公司海棠苑建设项目 

开封润城—A2 地块建设项目 

河南吉新利工贸有限公司生态产业链及物联网项目 

鼓楼区：（43个） 

鼓楼区万善街街景改造提升项目 

鼓楼区黄河大街南延城市更新项目 

鼓楼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鼓楼区内顺城路街景整治项目 

鼓楼区二水厂周边地块开发项目 

鼓楼区龙城御苑三期保障房项目 

鼓楼区五一路第一木业周边棚户区改造项目（昊投九锡） 

鼓楼区西景佳苑 B 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鼓楼区东京御苑安置房项目 

鼓楼区丰收岗安置房建设项目 

国能开封远征电机光伏发电项目 

联昌药业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瑞通智慧农业装备制造产业基地项目 

开封康诺药业前列腺素 E2中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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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红枫叶生物科技公司软胶囊干燥系统改造项目 

鼓楼区华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建筑技术改造项目 

开封巨立公司环保建筑材料技改项目 

开封永盛农业机械设备公司技术改造项目 

河南菁上帆科技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鼓楼区万通气体有限公司高压气瓶生产与检测车间技术改

造项目 

鼓楼区鑫联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卷板制管生产车间技术改造项目 

鼓楼区山和轻工有限公司厂房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新型装配式建筑产业集团新型建材生产项目 

河南伟龙兽药有限公司粉散剂生产线技改项目 

鼓楼区汽车西站转型升级改造项目 

华为（开封）智慧生活馆建设项目 

鼓楼区漫心酒店改造项目 

鼓楼区尚客优酒店改造提升项目 

鼓楼区万博时代广场升级改造项目 

鼓楼区泰和府城市综合体项目 

州桥—古汴河遗址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项目（一期） 

鼓楼区仙人庄旅游集散中心建设项目 

鼓楼区余店乡村旅游度假区项目 

鼓楼区教育系统校园整体提升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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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区南部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 

开封府景区开发项目 

鼓楼区惠固公司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开封友谊医院建设项目 

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 

鼓楼区语相公司新材料生产项目 

开封欣宋房地产有限公司南苑华庭 A 区项目 

开封欣宋房地产有限公司南苑华庭 B 区项目 

鼓楼区新型智能医药科技产业集团新特药生产项目 

龙亭区：（74个） 

龙亭区 5G基站建设项目 

龙亭区大宋御河提升工程 

龙亭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中核坤华龙亭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中深层地热供暖示范工程项目 

龙亭区开柳路周边村民安置房建设项目 

龙亭区三胜街北延项目 

龙亭区宋都御街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龙亭湖生态修复及景观提升工程项目 

龙亭区城区绿化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龙亭区城市亮化提升整治项目 

龙亭区城市公共停车场及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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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道东延（清水河西路—工农路）项目 

工农路北延（苹果园中路—东京大道）项目 

复兴北路（夷山大街—黄河大街）项目 

保利城中路（复兴大道—规划路）项目 

龙亭区基础设施修复提升工程项目 

龙亭区小李庄村民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 

龙亭区文昌东街排水管网修复改造项目 

龙亭区复兴花园一期安置房项目 

龙亭区农村道路提质改造项目 

S312项目一期附属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龙亭区开柳路拓宽工程项目 

连霍高速龙亭站出入口工程项目 

开封市新宋风智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换电站项目 

龙亭区黄河河段疏浚清淤及砂石综合利用工程项目 

龙亭区安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医疗器械卫生材料扩建项目 

河南帅睿智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MT 生产线一期建设项目 

龙亭区珠玑巷综合游客服务中心项目 

龙亭区百年白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民俗文化街区项目 

龙亭区开封仓颉陵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仓颉文化研学基地项目 

一渠六河（涧水河）配套服务设施工程项目 

龙亭区沉浸式宋城墙文化体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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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亭区明景园艺花卉培育基地项目 

龙亭区原拓酒店建设项目 

龙亭区银杏树下商务酒店项目 

龙亭区美居宴会中心升级改造项目 

龙亭区上河城特色商业街提升改造项目 

龙亭区晗月酒店集团雲文心商务民宿项目 

龙亭区海棠花语高端民宿扩建项目 

龙亭区孙李唐民宿群落项目 

龙亭区宋都古城康养项目（徐府街二期） 

龙亭区汴水秋声项目 

开封文投集团宋式饮食文化展示中心项目 

清明上河园三期工程项目 

龙亭区宋都皇城度假区项目 

清明上河园娱乐设施建设项目 

龙亭区景区提升改造项目 

龙亭区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整治项目 

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项目（市区段） 

龙亭区水系一期建设工程项目 

龙亭区沿黄生态廊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项目 

龙亭区柳干渠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龙亭区黄河流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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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一师附小龙亭分校项目 

龙亭区教育设施提升工程项目 

开封大学二期扩建项目 

龙亭区康桥九溪郡幼儿园项目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教科研中心建设项目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田径场看台建设项目 

龙亭区丰茂花园幼儿园建设项目 

开封大学学生公寓 12 号楼建设项目 

龙亭区养老服务设施提升改造工程项目 

龙亭区两乡卫生院迁建项目 

龙亭区开柳路沿线社区迁建项目 

龙亭区北郊乡铁牛社区综合提升工程项目 

龙亭区北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 

龙亭区乡村振兴示范馆项目 

开封市民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区域城市综合开发项目 

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项目 

龙亭区臻煕府商业综合体项目 

龙亭区幸福里商业综合体项目 

开封坤桦置业有限公司商业综合体开发项目 

龙亭区迪臣玺园商业综合体项目 

龙亭区保利城商业综合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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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河回族区：（64 个） 

汴东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汴东产业集聚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 

公园路道路提升改造项目 

新宋路道路提升改造及街景整治项目 

顺河回族区 2022年老旧小区红线内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弱电入地项目 

顺河回族区解放路中段地热能供暖项目 

顺河回族区苹果园南路（工农路—规划路）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苹果园道路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东护城河东岸污水管网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联合收割机厂老旧工业区城市更新项目（储能

产业园项目） 

明伦街道路改造及街景整治工程 

顺河回族区东郊道路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环卫设施提升改造与背街街道改造项目 

开封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项目 

顺河回族区博雯制衣公司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河南博灿新材料有限公司石墨化生产线二期扩建项目 

开封青上化肥有限公司挤压造粒复混肥生产项目 

河南昌昱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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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现代工业炉公司蓄热式散热炉项目 

开封锚具公司扩建项目 

顺河回族区迪尔空分实业有限公司智能工厂项目 

开封炭素公司散热膜生产项目（一期） 

开封炭素公司石墨化脱硫升级改造项目 

开封炭素公司炭素加工车间提升改造项目 

开封炭素公司 5G智能化接头立体库项目 

开封炭素公司导电导热、耐蚀耐候石墨复合材料开发应用项目 

开封市海雯聚氨酯有限公司组合聚醚生产项目 

开封炭素公司 5G芯片热管理关键材料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 

开流仪表公司仪表技术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京宇公司加砌块砖生产线技改项目 

顺河回族区百胜泉公司桶装饮用水生产项目 

开封仪表公司流量仪表智能化平台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顺泰公司皮具生产项目 

河南博灿新材料有限公司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石墨化项目 

顺河回族区储能炭新材料生产制造项目一期 

开流仪表公司仪表改扩建水流量检定项目 

开封朗瑞机械公司智能“机器换人”应用技改项目 

顺河回族区汴南古风街貌改造工程 

河大西门绿透及商业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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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河回族区仁和坊旅游文化产业项目 

开封宋都古城大运河历史风貌街区顺河坊项目 

顺河回族区玥庭兰舍文化客栈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源森商业酒店综合楼建设及设备引进项目 

顺河回族区维也纳豪华度假酒店项目 

顺河回族区综合艺术文化活动楼项目 

顺河回族区宫廷叶钵斋建设项目 

阳光湖铁塔一街段项目 

顺河回族区旅游文化仿古项目 

顺河回族区盛开菊业公司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汴东湖尾水湿地工程 

顺河回族区翰硕投资公司报废汽车拆解线项目 

顺河回族区青年继续教育学院整修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东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项目 

开封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东护城河周边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乡村卫生系统平战结合综合能力提升与发热诊

室建设项目 

开封市人民医院新建病房综合楼项目 

顺河回族区小花园商住楼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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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河回族区古观音寺周边改造项目 

顺河回族区新风尚（大宏）开发建设项目 

顺河回族区正和置业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项目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炭素有限公司压型二期项目 

禹王台区：（62个） 

开封清研新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 

禹王台区公安分局“平安禹王台”多维大数据结构化实战

应用系统项目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生产区道路提升工程项目 

禹王台区富鼎苑安置房小区建设项目 

禹王台区中州佳苑保障房二期项目 

精细化工产业区南部新工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禹王台区背街道路及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项目 

禹王台区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禹王台区金荣苑保障房项目 

禹王台区原第二玻璃厂安置房建设项目 

开封蔬菜研究所地块安置房建设项目（新宋风悦居） 

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环氧树脂生产项目 

开封市锦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环保化学品生产项目 

河南恒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农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河南越博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越博新能源（氢）产业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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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异氰酸酯生产项目 

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片状烧碱、高纯氢、氯乙酸生产项目 

禹王台区浦瑞盛世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项目 

开封博凯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溴虫腈中间体生产项目 

河南盛宏丰化工有限公司甲醛及液体甲醇钠生产项目 

河南娘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炒货及坚果制品生产项目 

河南德宜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分散黄、盐酸氨溴索生产线技改项目 

河南科来福化工有限公司兽用阿苯达唑生产项目 

开封市慧联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新材料生产项目 

开封平煤神马兴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废气深度治理项目 

河南易成瀚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新型负极材料碳化工艺产

业化项目 

河南东祥伟业化工有限公司酚醛树脂研发中试车间项目 

开封市隆兴化工有限公司混合溶剂法甘氨酸生产项目 

翱图（开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型水土改良剂项目二期 

开封康达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活性炭资源化项目 

开封市微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噻苯隆原药及复配农药建设项目 

河南海客宜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生物控制剂生产项目 

开封夸克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硅氧树脂、水性环保涂料项目二期 

河南赛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合成香料及聚乳酸生产项目 

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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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泓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学品生产项目 

双塔涂料科技有限公司高档环保涂料二期项目 

开封缘润药业有限公司新型医药生产项目 

开封中岳化学有限公司催干剂、活性粉体等生产项目 

河南巨硕纤维素有限公司异辛酸生产项目 

开封达瑞制药有限公司医药中间体生产项目 

禹王台区军旅小镇项目二期项目 

禹王台区曲江雅集文商旅综合体项目 

开封昌升国际商贸城项目 

中国农产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冷链物流电商产业园项目 

河南鼎耀生态农业旅游有限公司欢乐田园项目 

禹王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河南省富强医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医疗废物处置改扩建项目 

河南金鹏化工有限公司废水深度改造治理项目 

禹王台区黄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 

禹王台区国储林建设项目 

开封市污泥和餐厨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禹王台区中小学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开封高中改扩建一期工程 

禹南中心医院建设项目 

禹王台区非遗文化展示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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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台区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项目 

禹王台区革命文物保护修缮项目 

开封市陇海医院医养结合养护楼建设项目 

禹王台区五福养老服务中心项目 

禹王台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项目 

华瑞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光气及光气化产品安全升级

技改项目 

市城市管理局：（16 个） 

城市防汛智慧平台建设项目 

老城区户外公益宣传智慧平台建设项目 

城区架空弱电入地项目 

新奥燃气公司新建燃气管网项目 

开封市 2022 年集中供热建设项目 

开封市中心城区管网缺陷改造修复工程 

老城区供水管道改造项目 

智慧停车场建设项目 

东部片区排水改造项目 

南部片区排水改造项目 

创文市政道路提升项目 

泵站双回路改造项目 

市政设施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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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生活垃圾筛分项目 

城区今冬明春绿化打捆项目 

开封市应急装备市场化运营项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3个） 

智慧住建云平台项目 

黄河大街南延（魏都路—华夏大道）项目 

老城区南部道路畅通项目（打捆） 

市教育体育局：（5 个） 

开封市学校屋顶新能源光伏项目 

市直十一所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项目 

兰考、通许、尉氏、杞县、祥符区足球场及篮球场建设项目 

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建设项目 

全民健身工程项目 

市交通运输局：（1 个） 

兰沈高速兰考至太康段建设项目 

市水利局：（4 个） 

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一期项目 

开封市古城区河湖水系水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黑岗口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 

开封市赵口引黄灌区二期田间配套工程 

市民政局：（4 个） 

开封市儿童福利院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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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民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 

开封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建设项目 

开封市救助管理站临时救助中心建设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2 个） 

开封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建设项目 

开封市公有产权村卫生室项目 

市农业农村局：（2 个） 

开封市乡村振兴项目（三期） 

开封沿黄流域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带项目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3个） 

开封技师学院 11号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 

开封技师学院 12号学生宿舍楼建设项目 

开封市工伤保险康复中心项目 

市公安局：（4 个） 

开封市公安局警务技能训练基地项目 

市公安局四区公安分局业务技术用房项目 

开封市移动污染源智能管控设备项目 

开封市一村（格）一警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市林业局：（1 个） 

2021—2022年冬春国土绿化建设项目 

市人防办：（2 个） 

第二代人防机动指挥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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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大道人防工程项目 

河南省第一监狱：（1 个） 

河南省第一监狱狱政设施改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开封市发展投资集团：（2个） 

开封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及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项目 

开封市充电桩建设运营项目 

河南大学：（3 个） 

河南大学金明校区锅炉房功能置换装修建设项目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学苑食堂建设项目 

河南大学明伦校区体育训练馆建设项目 

 

 

 

 

 

 

 

 

主办：市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中心            督办：市政府办公室二科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