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2020年扬尘污染防控工作新要求，重

点在工地精细化管理、不停工整改、增强企业自律方面发挥典型引领作
用，促进建筑工地智慧化管理水平提升。依据郑州市扬尘污染防控办公

室《关于对工地实行挂绿牌差异化管理的通知》（郑控尘办〔2018〕116号）
文件要求，现将经市政府批准的第八批111个挂绿牌的工地予以公布。

请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各有关单
位按照有关要求抓好绿牌工地的绿色引领和标杆作用，对标找差距，不断

推进全市施工工地扬尘污染治理达标施工。
附件：第八批扬尘污染治理标准化达标工地名单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6日

郑州市扬尘污染防控办公室关于扬尘污染治理标准化工地挂绿牌的通知

第八批扬尘污染治理标准化达标工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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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郑州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通）工程土建施工06标段

正商城祥园三期（B1-04）
郑州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工程土建07标京广中路站

郑州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通）工程土建施工02标段
郑州市二七区高砦村城中村改造项目A2组团商业地块及地下车库工程

郑州市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5工区
金地正华漾时代

郑州保利文化广场二期二标
碧桂园西流湖名城九号院（G29-01）

景粼玖序苑（二标段）
欢河城二号院（D05-2地块）建设项目1#、9#、10#、11#、12#、16#楼，地下室及地下车库2

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
朗曼·玫瑰雅苑

巩义雅居乐喜庆小镇住宅10区 6#、7#、9#~11#、地下车库及1#大门；1#~5#、8#及 2#大门
建业世和府1#~4#、7#~10#、15#~17#楼

新城玺樾兰庭
浩创巩义优尚项目

兴发翡翠城
新城玺樾门第
滨河赋小区

浩创华信悦府
金科集美天悦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东北段土建施工03工区
阳光城7号院1、2、3#楼

中国储运（郑州）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一标段
中国储运（郑州）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二标段

双鹤湖畔2号住宅项目
TCL华中电子商务配送中心项目二期工程
郑州航空港恒港置业有限公司140号地项目

恒大未来之光花园E13-16-02地块
豫发·国园柒号院

河南省直青年人才公寓金科苑项目
绿都春晓苑

正商岭军峪花园三号院
郑州地铁7号线龙门站

郑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2标段01工区枣庄站
中州坊二号院（一期）

刘庄村安置房项目5号地（E-03-02地块）
新科技市场中心

郑州市政控制节点工程土建05标
路劲正荣悦东园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年人才公寓项目施工第一标段、第二标段

阳光商业中心
龙飞小学

中科智谷创新园1#~3#、6#~10#、12#~14#、16#厂房
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三期）项目

明月滨河项目
保利天汇居

和谐湖畔家园
保利金茂时光悦园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区建设项目

保利天汇庭

兴港和昌凌云筑项目一标段
滨河春晓项目

盾构及掘进技术重点实验室和生产研发产业园二期
理想华府

云麓之城南园北园建设项目
中原国际慢城一期（1区）项目

泰美嘉亲亲嘉苑
永威金域上院二期

赵坡一组合村并城（翰林东苑）项目
翰林茗郡一期工程
新密正商城祥园

新郑市公立中医院
瀚宇天悦湾9号院A地块建设项目1#、2#、3#、5#、6#、7#、8#楼

碧源荣庭
郑东新区丰盈路中学

华信楷林大厦
云湖智慧城项目一期

郑州市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土建施工06工区儿童医院站
金茂14号地

郑州市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土建施工06工区祭城东桥站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东北段土建施工04工区农业东路站

建业竹苑
建业梅苑

河南省实验中学建设项目
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郑住永盛苑B组团（二期）施工一标段、二标段

郑州银行金融服务中心
银榕居

创智天地大厦
宝能瑞寓

龙湖国际公寓项目总包工程
河南省能源大数据应用中心

鲁能花园一号院

呈祥府项目

郑州城建科技广场建设项目1#楼
信友天樾

郑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二期扩建项目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院区一期工程医疗综合楼
中原数字印刷产业园（出版发行项目一）；C-2#包装中心
郑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02标段08工区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生产指挥调度中心工程建筑施工项目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广惠苑项目
中原数字产业园（物资贸易项目）土建工程六标段

郑州市中原区小岗刘城中村改造项目E-03-1地块10号楼、B-04-1地块、A-01地块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区间土建施工03标
汇泉城8号院、10号院、11号院

恒大林溪苑壹号院
永威瑞和苑一标段

郑州市轨道交通10号线一期工程区间土建施工项目05标段
昆仑望岳花园西苑

郑州市中原区金科星澜园（一标）B-07-02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西段轨道安装标段（柳湖）

段庄B-07
朗晴别院

郑住雪松路公寓项目一标段、二标段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东北段土建02工区

郑州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东北段土建施工01工区
湖畔佳苑

凤凰名城凤雅苑（一、二期）、凤鸣苑
裕华城书香苑

建设单位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上林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多元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正华竹桂园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保利永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龙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荣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天健湖大数据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巩义市天顺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雅居乐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鸿璞辰合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嘉禾鑫文旅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悦晟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金耀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浩华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鼎盛置业有限公司

中储郑州陆港物流有限公司
中储郑州陆港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省航田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乐佳仓储（郑州）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恒港置业有限公司
金弛生活服务（河南）有限公司

郑州港煜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资青年人才公寓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福瑞源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兴汉正商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永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保利亨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中部软件园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隽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欣宇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郑州盈安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绿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隆顺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和谐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隆瑞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隆顺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瑞正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滨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红星矿山机器有限公司

河南志强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郑地润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路极旅游小镇开发有限公司
新密市泰美嘉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永弘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金磊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茗耀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正商鸿雅置业有限公司
新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郑州瀚宇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碧源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翔东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期煦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云湖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展辉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建泽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建业智慧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翔东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宏升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汇创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宝钜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郑欧丝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郑州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呈祥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城发乾润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信友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资青年人才公寓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新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汇泉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恒泓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荣威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蒲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名兴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名兴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德辰祥苑置业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诚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泰之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中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振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兴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拓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九华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拓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常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林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教建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开封市黄河钢结构有限公司

河南省鸿德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一建筑有限公司

上海中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中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亿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河南海特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优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正阳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领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碧源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中亿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九建工程有限公司、河南万胜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原分公司

林州市盛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纳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德方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郑州一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新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长乐市新纪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纪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科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诚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方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歌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郑州众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华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沪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海华工程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海虹建设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业金基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新郑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新郑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河南华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正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正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中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昊之伟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众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咨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煤中原（天津）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新恒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洛阳金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元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磐石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中城沪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科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中鼎景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鼎景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精工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开来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恒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新郑市建设工程监理公司
中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建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开大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铁路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铁路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大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育兴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银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新恒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建卓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华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方元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建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二院（成都）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恒丰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广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省天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广源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中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英泰克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咨询监理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万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郑州泰安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新华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原建设监理中心有限公司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相关
单位，各有关单位：

依据《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
办公室关于印发郑州市环境攻坚 5个领域分类管
理办法的通知》（郑环攻坚办〔2020〕35号）、《关于
印发〈绿牌工地动态管理办法〉的通知》（郑控尘办
〔2020〕73号），根据各级督导组日常检查情况、第
三方机构现场打分情况，对ABC级工地及绿牌工
地进行动态管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ABC级工地动态管理情况

对现场管理较好、出现问题较少的工地进行
升级。对郑州市惠济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工程等
96个项目由B级工地升为A级工地。对昆仑望岳
等72个项目由C级工地升为B级工地。

对现场管理不佳、出现问题较多的工地进行
降级。对康桥玖玺园等 118个项目由A级工地降
为B级工地。对凤凰名城凤雅苑（一、二期）、凤鸣
苑等104个项目由B级工地降为C级工地。

二、绿牌工地动态管理情况
根据第三方机构检查情况，对远洋沁山水花

园A、B、C（B、C地块）二标段等排名后十的绿牌工
地进行警告，下发警示函。

根据日常检查情况，对保利心语心苑、高新
数码港四期、柿园（宋庄）城中村改造项目 A-
04-02 地块、中丞时代天境项目、常庄安置区 A
地块二标、郑州市市政控制性节点（地下交通）
工程土建施工 03 标段市中心医院站、西韩砦及
片区改造项目、常西湖未来中心·铁炉禄苑、郑
州市惠济区双桥（东）安置房建设工程等 9 个工
地进行警告，下发警示函。

个别项目在评为 A 级工地或取得绿牌资格
后，疏于管理，自我要求放松，硬件设施缺失或损
坏，扬尘治理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被约谈和曝
光，失去典型作用。实行动态管理，目的是压实项
目责任，督促工地加强自我管理。各工地应建立
常态机制，实施精细化管理，真正起到示范作用。

郑州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扬尘污染
防控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6日

关于对ABC级工地、绿牌工地进行动态管理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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