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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稳经济办〔2022〕4号

关于印发《开封市第二批“四保”企业（项目）
白名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开封市第二批“四保”企业（项目）白名单》已经市稳住经

济大盘指挥部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指导白名单企业（项目）

落实防控要求，推动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双线运行、深度嵌合、

常态长效，确保平时能防、疫时有备、平急转换。请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尽快将第二批白名单通过部门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形

式向社会公布，并自行遴选确定本行业（领域）后续批次白名单

企业（项目）向社会公布。

开封市稳住经济大盘指挥部办公室

（市发展改革委代章）

2022年 6月 22日

开封市稳住经济大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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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第二批“四保”企业（项目）白名单
（5大领域 779个）

一、工业行业（212家）

（一）工业行业省级白名单企业（45家）

河南省坤森木业有限公司、开封政翰粮油机械有限公司、河

南省华艺铝业有限公司、杞县聚福源铝业有限公司、开封市开建

铝业有限公司、河南天冠铝业有限公司、杞县东磁磁性材料有限

公司、河南省丽星食品有限公司三期、通许县宇东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莲祥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建祥木业有限公司、通许县牧原农

牧有限公司、河南博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河南国网电缆集团有

限公司、尉氏县鑫泰源纺织有限公司、河南远见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河南金田地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宏达纺织有限公司、河

南省陆壹实业有限公司、开封市奥科宝特种油剂有限公司、河南

省瑞腾管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康源香料厂有限公司、河南昊昌精

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鑫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比福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鸿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开封嘉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尉氏县广源汇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尉氏县琛鑫纺

织有限公司、河南长塑管业有限公司、开封市华普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尉氏县裕农棉业有限公司、河南省申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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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金安门业有限公司、尉氏县思佳塑业有限公司、开封市三

锋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河南比赛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三

佳欧上家具有限公司、河南筑友智造装饰产业园有限公司、郑州

诺尔制造有限公司、河南省智强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新洪聚

箱包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市森簏服饰有限公司、河南明晟铝业有

限公司、开封顺意纺织有限公司

（二）工业行业市级白名单企业（50家）

1.制造业（48 家）

河南省香穆斋食品有限公司、开封金甲纺织品有限公司、开

封力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市宏玖纺织有限公司、开封市世

玺铝业有限公司、开封市鑫之华纺织有限公司、开封亿诚纺织有

限公司、杞县奇龙食品有限公司、杞县瑞茂棉纺有限公司、杞县

远洋铝业有限公司、开封市晟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开封市茂森

塑业有限公司、开封市五斗粮酒业有限公司、开封市金辉游乐设

备有限公司、尉氏县丰鑫纺织有限公司、河南万之通塑业有限公

司、开封市鑫祺食品有限公司、尉氏县鑫瀑纺织厂、河南省金利

洁管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康泉管业有限公司、尉氏县智诚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开封全福机械有限公司、豫开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绿色快车橡塑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新代实业有限公司、河南开阀

阀门有限公司、河南省良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天元装备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杭萧钢构（兰考）有限公司、兰考华兰家具有

限公司、河南恒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河南艺格智造家居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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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兰考分公司、兰考县神人助粮油

有限公司、兰考天地鸭业有限公司、万华禾香板业（兰考）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郁林家居有限公司、开封市鼎隆门厂、开封市豫

清环保有限公司、尉氏县吉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开封市吉程再

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河南兴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尉氏县远

洋机械有限公司、开封市弘发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开封恒满

测控仪表有限公司、开封市新亚实业有限公司、重庆长鹏实业（集

团）开封有限公司、开封市烟草公司卷烟物流配送中心

2.电、热、气、水的生产供应业（2 家）

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开封市金盛热力有限公司

（三）工业行业县级白名单企业（117家）

河南娘亲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兰考国祯水务运营有限公司、

兰考县慧谷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河南汇群医药有限公司、河南

康多医药有限公司、河南运实医药有限公司、河南臻福医药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河南惠而好医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河南宏源液

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兰考县香瑞粮油有限公司、兰考县柏丽达

服饰有限公司、河南贯豪木业有限公司、兰考县恒业建材有限公

司、河南华派帝嘉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建贤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洲洋乐器有限公司、兰考县同发木业有限公司、开封美莎

纸业有限公司、开封市润恒家具有限公司、河南开之森木业有限

公司、河南大农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开封通之久家具有限公司、

通许新之东木业有限公司、开封市丹青制衣有限公司、通许县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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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家具有限公司、开封家固木业有限公司、河南坤辉塑业科技有

限公司、开封盈旺木业有限公司、河南嘉旭禽业有限公司通许分

公司、河南锦之秀家具有限公司、通许县诺轩木业有限公司、开

封盛驰木业有限公司、开封市璀星服装有限公司、河南喜宸家具

有限公司、河南沐睿包装有限公司、河南钜富邦纸制品有限公司、

开封市卉萃食品有限公司、开封市美之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河

南福又祥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熙客食品有限公司、开封市懒货食

品有限公司、开封印派包装有限公司、开封市耀博阀门机械有限

公司、开封威星阀门机械有限公司、开封市鹏飞消防器材有限公

司、开封市锦桢服饰有限公司、开封市闽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开封市惠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开封市闽耐威阀门制造厂、尉氏

县亿通机械有限公司、河南省豫粮金运收储有限公司、尉氏县豫

达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尉氏县奥祥木业有限公司、开封市宝琳机

械有限公司、河南德希美米尔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河南星合源汽

车零件有限公司、开封市北方得印办公用品有限公司、河南特高

特电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精图治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开封

淳泰低温设备有限公司、开封市金建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益

海嘉里（开封）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杰锋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开封分公司、开封金鼎上一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省

金仕达铝业有限公司、开封市禹王乳业有限公司、开封泉华包装

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市亿英玻纤制品有限公司、开封市大成云图

服饰有限公司、河南光大仪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封鹏创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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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限公司、河南达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市泰润制衣有限

公司、河南省三禾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诚至上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弘纺织有限公司、河南省合众能化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世

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杞县新星皮革有限公司、河南省琼宇食品有

限公司、河南晖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天成钢结构有限公司、

开封市一见钟情花生饮品有限公司、河南五迪型材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宏力商砼有限公司、开封市黄河钢结构有限公司、河南千裕

食品有限公司、开封福润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开封东立高压阀门

铸造有限公司、河南禾丰牧业有限公司、开封市鑫联空分设备有

限公司、河南开元气体装备有限公司、开封市东信混凝土有限公

司、开封市世纪商砼有限公司、开封市煌极中达商砼有限公司、

开封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开封瑞亨干混砂浆有限公司、河南天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开利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河南路跃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开封开兴空分设备有限公司、开封市千坊混凝土

制品有限公司、开封市大高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开封五一涂

料有限公司、河南筑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开利空分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开封市开利空分设备有限公司（河南开利空分设备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高创住工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建设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开封市龙亭电气成套有限公司、开封大宋制药

有限公司、开封赛普空分集团有限公司、开封市大庆电器有限公

司、河南百顺路桥预应力设备有限公司、开封豫达供水设备有限

公司、河南金昊机械有限公司、开封市玖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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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运输业（188家）

（一）省级交通运输业白名单企业（2家）

开封市大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许县腾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二）市级交通运输业白名单企业（42家）

开封市云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同享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开封市金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振飞运输有限公司、通

许县凯旋汽车修配中心、开封联之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许县

华特汽车修理有限公司、通许县宜众运输有限公司、河南杏锦运

输有限公司、通许县宏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英伦运输有限

公司、河南省晟顺运输有限公司、开封腾捷运输有限公司、开封

市恒奔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玉洁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航阳运

输有限公司、开封市阳航运输有限公司、兰考盛通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兰考顺安运输有限公司、河南久大物流有限公司、兰考超

卓运输有限公司、兰考豫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兰考鹏成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富源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龙飞运输有限

公司、兰考县天龙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兴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河南恒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鸿运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

捷安运输有限公司、兰考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祥运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河南润鑫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河南万顺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兰考县宏祥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华浦运输有限公司、

兰考富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顺发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腾

达运输有限公司、河南桦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平安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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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河南省吉泰运输有限公司

（三）县级交通运输业白名单企业（144家）

尉氏县联华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尉氏县金达交通有限公司、

尉氏县丰宝出租车有限公司、尉氏县路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尉

氏县荣达驾驶员培训中心、鑫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尉

氏县隆安驾驶员培训中心、尉氏县神龙驾驶员培训学校、尉氏县

宏图驾驶员培训中心、尉氏永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开

封市永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尉氏县乐途驾驶员培训中

心、尉氏县德威驾驶员培训中心、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尉

氏分公司、开封市恒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分公司、尉氏县平

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新力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途安运

输有限公司、尉氏县鼎业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佳诚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尉氏县兴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宏博运输服务有

限公司、尉氏县中原石化中心、开封市驰威运输有限公司、尉氏

县恒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晟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

市吉旺运输有限公司、尉氏县顺通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中港新

型建材有限公司、开封中胜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尉氏县神力驾

驶员培训学校、尉氏县腾达驾驶员培训学校、尉氏县金丰源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尉氏县奥德宝汽车维修中心、开封汽车城尉氏销

售处、尉氏县金汇丰服务有限公司、尉氏县运成汽修厂、尉氏县

车博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开封市豫城丰通驾校、通许县祥云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通许县恒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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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县豫通职业培训学校、开封扬程物流有限公司、河南浍盟物流

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盈超运输有限公司、河南省众泰物流有限公

司、通许县中原运输有限公司、通许县三和运输有限公司、河南

省路尊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万发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富民运

输有限公司、开封道发运输有限公司、河南昂昌运输有限公司、

河南省志航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畅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通许

县锦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通许县四通运输有限公司、通许县捷

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富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通许县金达公交

有限公司、河南聚兴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天之海物流运输

有限公司、杞县百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腾盛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杞县大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佳浩运输有限公司、杞

县恒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顺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泰

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胡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鼎胜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嘉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利诚汽车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杞县旭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富通汽

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盛宏渣土清运有限公司、杞县长通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杞县远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杞县亿畅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开封市腾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市路游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开封市路兴运输有限公司、杞县四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杞县明成运输有限公司、杞县荣鑫运输有限公司、杞县金瑞运输

有限公司、杞县瑞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凯晨运输有限公司、

杞县大登航运输有限公司、杞县达顺运输有限公司、开封宏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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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服务有限公司、开封助友物流有限公司、开封新耀运输有限公

司、开封霍记物流运输有限公司、杞县发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杞县鑫路安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万通公交有限公司、河南博通

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昱达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宏运运输

有限公司、兰考县友谊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天乐运输有限公司、

兰考县经纬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安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兰考县旺鑫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畅通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浩

运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易航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祥

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兰考百事达运输有限公司、兰考金通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河南明帅物流有限公司、兰考县腾程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兰考县诚顺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百顺运输有限公

司、兰考县蓝莺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顺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兰考恒瑞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昊天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

豫龙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万达运输有限公司、河南飞龙物流运

输有限公司、河南润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河南省富顺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河南永兴货物运输有限公司、兰考县金帆运输有限公

司、兰考县路顺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富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

封市新日气体有限公司、开封市大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金

协物流有限公司、河南宇鸿运输物流有限公司、开封龙顺达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开封裕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开封联谊运输有限

公司、河南省源之创运输公司、开封市三兴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真好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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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杞县金城出租客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许县龙成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开封市泰江运输有限公司、河南金晟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开封汽车运输总公司出租车队、兰考县旭日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兰考宰相府运输有限公司、河南友合运输有限公司

三、商贸流通业（71家）

（一）商超白名单企业（36家）

1.省级白名单企业（1 家）

兰考县新世纪量贩有限公司

2.市级白名单企业（2 家）

开封兆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开封信佑德商贸有限公司

3.县级白名单企业（33 家）

大商河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开元店、河南省萃盈商贸有

限公司、开封市祥符区国投千味央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封市

祥符区杜良乡路口综合超市、开封众帮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开封

东润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开封市财丰商贸有限公司冯庄分公

司、通许县旭一购物总店、通许县练城邮政超市、通许县丽君超

市、通许县汇通万货朱砂街店、通许县快乐购生活广场、人人乐

超市、通许县福客隆购物广场、通许县北区购物广场、开封市财

丰商贸有限公司练城分公司、通许县练城商贸购物中心、通许县

家家惠购物中心、河南老大新商贸有限公司、河南万家乐超市有

限公司、兰考县泰奥发超市有限公司、开封市昌晟商贸有限公司

尉氏店、杞县一久商贸有限公司、杞县燕归苑购物中心、河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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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股份有限公司杞县分公司、杞县万福利达汽贸有限公司杞县万

福利达汽贸有限公司、杞县中博商贸有限公司、杞县柳旺商贸有

限公司、杞县新之瑞商贸有限公司、杞县王涛调味品商行、开封

裕都商贸有限公司、杞县供销便民冷链产业有限公司、杞县屹圣

贸易有限公司

（二）电商白名单企业（33家）

1.市级白名单企业（8 家）

河南公狼跨境电商有限公司、开封市未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杞县轶诚农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封市勇闯商贸有限公司、

开封星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谈小爱食品有限公司、河南省

烟草公司开封市公司、开封市烟草公司城区分公司

2.县级白名单企业（25 家）

开封市烟草公司祥符分公司、开封市烟草公司兰考县分公司、

开封市烟草公司杞县分公司、开封市烟草公司通许县分公司、开

封市烟草公司尉氏县分公司、开封市臻观商贸有限公司、杞县世

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封市农三代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农者贵

本商贸有限公司、河南云希物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封启航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封市有果儿商贸有限公司、开封市以果扶

民电子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农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许县分公司、

尉氏县启航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河南省灿馨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尉氏县分公司、尉氏县初

梦电子商贸有限公司、尉氏县青柠檬电子商贸有限公司、尉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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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明视达眼镜有限公司、开封本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尉氏县吉

诺之语蛋糕店、开封万户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尉氏营业部、郑

州禄亨公商贸有限公司、河南格略商贸有限公司

（三）农批农贸白名单企业（2家）

1.市级白名单企业（1 家）

开封市工农蔬菜综合大市场

2.县级白名单企业（1 家）

杞县供销便民冷链产业有限公司

四、文化和旅游业（0 家）

五、重点项目（308个）

（一）省级白名单项目（省级）（30个）

1.新型基础设施项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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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型城镇化项目（2 个）

明伦街道路改造及街景整治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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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重大基础设施项目（2 个）

开封市龙亭开柳路拓宽工程、开封市古城区河湖水系水生态

修复工程项目

4.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项目（21 个）

通许县增浩智能装备研发项目、尉氏县河南金盛达实业有限



— 14 —

公司二期建材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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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龙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电商物流园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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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族区迪尔空分实业有限公司智能工厂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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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炭素公司 5G芯

片热管理关键材料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河南越博动力系统有限

公司越博新能源（氢）产业基地项目、顺河回族区储能炭新材料

生产制造项目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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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缘润

药业有限公司新型医药生产项目、韵达开封产业园项目、顺河回

族区汴南古风街貌改造工程、开封宋都古城大运河历史风貌街区

顺河坊项目、阳光湖铁塔一街段项目

5.生态环保领域（1 个）

黄河生态廊道示范带项目（市区段）

6.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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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河文化展示园项目、开封市乡村振兴项目（三期）

（二）市级白名单项目（278个）

1.创新驱动能力提升项目（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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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双创科技园项目

2.新型基础设施项目（2 个）

杞县公安局雪亮工程项目、示范区户外公益宣传智慧平台建

设项目

3.新型城镇化项目（66 个）

鼓楼区龙城御苑三期保障房项目、东京御苑（保障房一期）

建设项目、建业泰和府（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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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

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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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污水处理厂改建项

目、杞县城乡一体化城南新区农民集中用房项目（一期）、杞县

东关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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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韩村社区

改造项目、顺河回族区苹果园南路（工农路-规划路）建设项目、

通许县城市智能停车场项目、通许县第二污水厂及污水管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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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亭区小李

庄村民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龙亭区复兴花园一期安置房项目、

龙亭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龙亭区大宋御河提升工程、杨岗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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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改造安置房项目、开封市阳光经典小区建设项目、祥符区弱电

强电入地项目、黄河大街南延城市更新项目（一期）、开封市蔬

菜研究所安置房建设项目（新宋风·悦居）一期、西景佳园小区 B

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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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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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区二水厂建设项目、示范区郑开同城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补短板

四期项目、鼓楼区内顺城路街景整治项目、老城区南部道路畅通

项目（打捆）、东京大道东延（清水河西路-工农路）项目、保利

城中路（复兴大道-规划路）项目、背街小巷改造项目、广济路

（小李庄路-东外环路）建设项目、金荣苑保障房项目、小花园

社区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瞿家寨城中村改造项目、花生庄

于良寨城中村改造项目、天琦佳园、曲江雅集（巴川府）、落堤

城中村改造永威·梅隆郡一期、二期项目、汴东产业集聚区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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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建设项目

4.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8 个）

杞县三峡新能源 100 兆瓦风电项目、S218 兰考境南彰镇至

兰考与杞县交界段改建工程、兰考县乡镇交通提升项目、国道

240 线兰考堌阳镇至开封曲兴镇段改建工程（兰考境）、整县屋

顶光伏开发利用项目、郑开同城（兰考）东部供水工程二期项目、

通许县农村公路桥梁提升改造工程、通许县境内省道改造提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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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符区惠济河险工治理和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新曹路（护城大堤

-京开高速）道路升级改造工程、郑开城际铁路延长线、开封火

车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运粮河引黄调蓄工程项目（中库）、尉

氏县贾鲁河流域恢复重建工程、尉氏县贾鲁河综合治理工程、开

封—周口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通许段）项目

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项目（142 个）

河南菁上帆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医用口罩 1000 万个、新力锅

炉设备有限公司产能扩建项目、鼓楼区仙人庄旅游集散中心建设

项目、余店乡村旅游度假区（乡村振兴及大运河保护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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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建筑垃

圾回收再利用项目、杞县铝之信公司铝业生产项目、河南仁发包

装有限公司编织袋生产项目、河南洁之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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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吹膜包装配套项目、河南省金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冷库仓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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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县沙沃乡蔬果大棚种植项目、

杞县 2022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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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考县兴兰伟业扩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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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曲大姐食品有限公司方便食品

生产项目、兰考县洛尔克电梯有限公司扩建项目、富联科技兰考

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兰考县喜临门二期建设项目、兰考县瑞诚

木业项目、兰考县佳音王民族乐器项目、兰考县小宋镇黄蔡河生

态旅游项目、兰考慧谷健康产业园发展公司健康慧谷产业园项目、

兰考县干部学院接待中心项目（希尔顿欢朋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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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农投公司花麒牧业改造扩建项目、兰考县肉

牛扩繁养殖项目、顺河回族区盛开菊业公司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顺河回族区正和置业有限公司标准化厂房项目、顺河回族区顺泰

公司皮具生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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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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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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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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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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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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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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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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皮革沙发生产项目、通许县千润源商砼项目、通许县木泉木

业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河南泽沛家具有限公司家具生产项目、

通许县农贸市场建设项目、开封市城北国家粮库城市更新项目、

祥符区源之品农产品加工项目、开封华邦科技园项目、开封天下

石公司厂房升级改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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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新宋风新型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新型建材生产项目、祥符区颐海火锅食材生产项目、

祥符区青天智能仪表科技园项目、祥符区祥派能源科技公司工业

气体生产及气瓶检测项目、黄龙湖特色休闲度假区建设项目、祥

符区陈留运河小镇项目、河南碧展园林万亩草皮培育基地建设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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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鸣远实业有限公司大宏桃花源项目、祥符区易洋牧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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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代农牧业产业园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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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 100万只蛋鸡

项目、开封威利流量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仪表生产项目、汉晶高新

材料（河南）有限公司超高水氧阻隔功能膜项目、开封市盈佑桥

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锚具与波纹管年产项目、河南奥力星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套汽车音响项目、开封市天开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年产 54000套机械配件制造项目、示范区奇瑞汽车研

发中心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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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洲际）开封中心假日酒店项

目、宋都文化产业园项目、示范区新城市中心建设项目、示范区

复兴大厦建设项目、丰树开封现代物流园建设项目尉氏县循环经

济产业园项目、尉氏县汽车制造产业园项目、尉氏县中宇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河南鲁华港东智慧建材城项目

一期、丰树港尉新区现代综合仓储中心项目、年产 10万套智能

沙发项目、装配式绿色建材产业园项目、尉氏县中会宏兴农牧有

限公司育肥一期项目、尉氏县兴开木业有限公司家具技术改造项

目、尉氏县吉建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商砼生产项目、尉氏县河南鑫

晟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高支棉和针织布生产项目、年综合利用 30

万吨铝灰渣项目、郑州森蒙展览展示有限公司珠宝展柜项目、铸

造产业园项目、河南世派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塑料装饰板材生产

项目、河南奥裕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保温材料生产项目、河南瑞泰

门业有限公司门窗生产技术改造项目、鑫世缘乳胶床垫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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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劲松食品有限公司休闲食品生产项目、通许县宜昌盼盼木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家具生产项目、河南联顺塑业管件管材生产项目、

通许县上都实业有限公司小麦淀粉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通许县

图林木业有限公司室内木门生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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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县舒山达鞋业有限公司中高档鞋生产项目、通许县好

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制剂扩建项目、开封威亮实业有限公

司日化用品生产项目、通许县维厚谱特种装备有限公司特种车辆

生产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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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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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旭鹏置业有限公司现代农业科技园项目、

杞县轩绒纺织有限公司棉纱项目、杞县中釛铝材智能化生产项目、

杞县豫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年综合回收利用建筑垃圾 120 万吨

项目、杞县苏木大蒜交易市场及冷链配套项目、兰考县金不换药

业片剂、丸剂等剂型增产项目、兰考县恒隆木制品有、公司木制

品深加工项目、兰考县金玮仑家居项目、河南盛宏丰化工有限公

司甲醛及液体甲醇钠生产项目、河南科来福化工有限公司兽用阿

苯达唑生产项目、九泓化工有限公司精细化学品生产项目、河南

海客宜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生物控制剂生产项目、双塔涂料科

技有限公司高档环保涂料二期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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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生态环保领域（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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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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城市污水厂尾水湿地项目、

兰考县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开封和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再

利用、祥符区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祥符区惠济河人工湿地

公园建设项目（一期）、马家河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

化工程

7.民生和社会事业领域（41 个）

鼓楼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鼓楼区 2022 年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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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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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兰考

县乡镇提升工程、兰考县应急物资储备建设项目、通许县乡镇卫

生院门诊综合楼建设项目、通许县妇幼保健院门诊综合楼项目、

通许县应急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开封一师附小龙亭分校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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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大学学生公寓 12号楼建设项目、开封市

科创人才产业园、祥符区妇幼保健院应急救治综合服务能力提升

建设项目、祥符区朱仙镇十里风荷康养园区项目、开封市中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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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院区建设项目（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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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总工会职工帮扶活动中心建设项目、示

范区自贸创新中心项目（海关大厦）、示范区辛堤头小学建设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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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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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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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沿黄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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