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1日上午，郑州市2022年281个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
集中开工仪式采取“1+15”视频连线方式，主会场设在郑开同城东

部供水工程郑州东部原水干管工程（一期）施工区，各开发区、区县
（市）设分会场。

巩义市
巩义市集中开工项目 32 个，总投资 5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2

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 32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成为巩义加快产业

升级、提升城市品质，有力保障民生的“主力军”、支撑点。巩义市将
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坚持“零障碍”推进、“零距离”服务，下更大的
气力和功夫，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达产、早见效。各相关部门将加强
协调服务，深入实施“三个一批”和“万人助万企”活动，主动配合、大
力支持，及时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服务、优化环
境，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尽心尽力、保驾护航。

2022 年以来，巩义市共谋划、实施各类基础设施项目 137 项，
总投资 50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35 亿元。此次集中开工的 32 个
项目，涵盖城市更新、卫生医疗、市政道路建设、交通、能源等多个
领域。

新郑市
新郑市集中开工项目35个，计划总投资33.9亿元，2022年计划投

资17.9亿元。
35个新开工项目中，新郑新区公共停车场和地上市民广场工程

项目位于新郑市新区永盛街以东、人和街以西、鸿泰路以南、创业路
以北。项目总占地面积 5.6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总
投资 2.8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1.3 亿元。主要建设地下车库工程、
地下连通道工程和地上市民广场工程，项目建设周期两年。项目建
成后可提供 1224 个机动车停车位，预计间接带动就业人数 200
人。该项目建设可解决项目周边停车问题，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
市景观，对促进项目所在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创造就业有积极带
动作用。

为推动全市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确保实现经济“半年红”“全
年红”，新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实干求实效，高质量布局全
年项目建设工作，加强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服务与监管，稳增长、促投
资、达预期，以项目推进带动全市投资增长。

荥阳市
荥阳市集中开工项目 29 个，总投资 3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3 亿元。
今年以来，荥阳市全面贯彻落实“项目为王”工作理念，围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城市有机更新、灾后恢复重建领域，共谋划
推进基础设施项目 112 个，总投资 19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3 亿
元。今年 1 至 5 月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 26.9%，“稳投资”
效果进一步显现。

此次荥阳市共有 29个基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33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23 亿元。荥阳市将凝心聚力、全力服务保障重点项
目快开工快建设、早投用早达效，为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贡献荥阳力量。

中牟县
中牟县集中开工项目 25个，总投资 70.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6

亿元，包括城市更新类的城市主干道改造项目、优化城市供暖结构的地
热能供暖项目、5G基站新基建建设项目等。

2022 年以来，中牟县共谋划储备基础设施项目 181 个，总投
资 128.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0.3 亿元。中牟县将始终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大赛场、练兵场，“以项目论成败、以
项目论英雄”，切实抓好当前施工黄金期，强化“8643”项目推进
机制，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全力推进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
效，为“双过半、全年红”蓄势增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高新区
郑州高新区集中开工项目16个，总投资22.5亿元。
年初以来，高新区谋划基础设施项目 176 个，年度计划投资

28.04 亿元，截至目前，176 个基础设施实际完成投资 7.6 亿元。本
次参与集中开工基础设施项目 16 个，总投资 22.5 亿元，2022 年计
划完成投资 2.27 亿元。其中包括郑州高新区道路工程项目 14 个，
总投资 2.4 亿元；郑州高新区健康产业科创基地配套项目 1 个，总
投资 20 亿元；郑州高新区光机电产业园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1 个，
总投资 1100 万元。

作为此次高新区分会场活动的所在地，垂柳路（冬青街—玉兰
街）道路及排水工程由郑州高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建，河南亚伟建
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施工，道路全长约 345 米，规划红线宽 45
米，总工期约 150 天，建成后对缓解交通压力，方便周边居民出行有
积极意义。

二七区
二七区集中开工项目27个，总投资42.8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75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交通、新基建、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

个领域，既有宏远的战略意义，又有暖心的民生温度。其中，城市基础设施领域
项目18个，总投资35.67亿元；能源领域项目2个，总投资4.39亿元；市政基础设
施项目2个，总投资0.16亿元；水利领域项目2个，总投资1.72亿元；新基建领域
项目 3个，总投资 0.93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为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保障要素高
效流动、促进经济循环畅通、持续增加有效供给、有力扩大内需体量、稳定经济发
展预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二七区聚焦能源、水利、交通
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新基建、乡村振兴、社会民生等领域，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全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共谋划实施郭家咀水库加固
工程、二七广场有机更新工程、马寨产业集聚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项目140个，总投资16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0.1亿元。

金水区
金水区集中开工项目 11个，分别涉及能源类及市政基础设施类等多个领

域，总投资9.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亿元。
作为基础设施能源类项目的代表，金水区氢能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

工程是金水区乃至郑州市首座集加油、加氢为一体的综合能源加注基础设
施。该油氢合建站总建筑面积约 2475 平方米，规划建设日加注能力超过
500 千克的撬装加氢装置一套、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集成式加油装置两套。可
以满足郑州城区 30辆氢燃料车辆（全市 230 辆）和周边燃油车的日常加注需
求。金水区氢能科技产业园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是金水区 2022 年积极引进的
外商投资重点项目。

开工仪式上，金水区表示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打造
“创新智城·品质金水”城市品牌，攻坚克难强招商，紧盯序时抢进度、保障要素优
服务、凝心聚力抓开工，全力服务保障项目快开工、快建设、早达效，为加快郑州
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出金水贡献。

惠济区
惠济区集中开工项目9个，总投资5.33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3.15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涵盖美丽乡村、农林水利、老旧小区改造、城

市道路、农村道路和清洁取暖等众多领域，其中美丽乡村项目为郑州惠济区沿黄
美丽乡村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两个清洁取暖项目分别为荥泽古城片区综合安置
区一期集中供暖项目、荥泽古城文旅融合项目一期集中供冷/供暖项目；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1个，为惠济区 2022年老旧小区改造打捆项目；农林水利项目1个，
为惠济区金洼干沟西支整治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1个，为惠济区积水点（道
路涵洞）改造项目；城市农村道路项目 3个，分别为五龙口东路、电厂西路、农村
公路养护工程打捆项目。

今年以来，惠济区共谋划实施基础设施项目76个，总投资75.7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21.1亿元，着力通过基础设施项目的滚动实施实现城市功能品质的
较大提升，截至目前，惠济区已开工基础设施项目35个，已完成投资8.73亿元。

新密市
新密市集中开工项目9个，总投资84.18亿元，今年计划投资9.08亿元，涵盖

城市基础设施、能源、水利等多个领域，其中：总投资 60亿元项目 1个、5亿元以
上项目3个、亿元以上项目3个。

其中，新密市城镇一体化示范区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 5亿元，
主要包含四项建设内容：一是以前瞻 30年的发展眼光规划实施镇区雨污水管
网铺设和强弱电入地工程；二是轩辕大道南延、人民路西延贯通和商贸路、行
政路、卫生路等主干道的硬化、绿化、亮化工程；三是刘寨镇区沿街立面改造、
景观游园和精品节点打造；四是五层 1180个车位立体停车楼建设和占地 75亩
便民市场及配套生活服务用房建设。项目已于 3月 19日开工建设，目前已完
成投资 8000万元，雨污水管网铺设已基本完成、强弱电入地正在加快推进，景
观节点打造、道路亮化等正有序进行；其余项目正在规划设计中，预计 2024年
6月完工。

上街区
上街区集中开工项目8个，总投资1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7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分别为区水利设施提升项目、飞机展示交易中心项

目、新生变电站建设项目、十五人民医院提升改造项目、第二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项目、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城市有机更新项目和道路打捆项目，总投
资15.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7亿元。这些项目对加快上街区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高质量发展后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郑
州飞机展示交易中心项目位于上街区通航板块，总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建
成后将成为集飞机展示、销售、交易、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飞机展销中心。

今年以来，上街区共谋划重点项目83个，总投资275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54.1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43个，总投资 235.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7.1
亿元；政府投资项目 40个，总投资 39.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亿元。其中，
省市重点项目 22个，总投资 137.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5.9亿元；新建项目
10个，开工率100%；涉及审批手续60项，办结率100%。

管城区
管城区集中开工项目 6个，总投资 2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6亿元，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为经济发展蓄势储能。
初步统计，1至 4月，管城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1%，市内六区第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6.2亿元，同比增长 3.1%，市内六区第一；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207.4亿元，同比增长3.4%，市内六区第二。

管城区共谋划基础设施项目 79 个，总投资 11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1.6亿元。本次集中开工项目6个，总投资22.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0.6亿
元。主要包括产业园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和街区有机更新、道路桥涵综合
打捆建设工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面开展“三标活动”，建立“企
业服务日”“首席服务官”等工作制度，打造亲清政商环境。县处级领导和职
能局委“一把手”每月 15日深入企业走访，每季度召开企业家代表恳谈会，
成立“百人观察团”，实施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保姆式服务，确保项目快
开工、快建设、快达效，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集中开工项目 19个，总投资 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3亿元，涵盖

了灾后重建、重点项目配套道路桥梁、生态绿化水系等各领域。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有魏河两岸雨水泵站、宇正路、金水河黄河东路拦蓄水

建筑物工程等 19个，主要集中于龙湖北区和白沙园区。这批项目的开工建设，
对于提升城市韧性品质环境，打通关键节点便利群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必将为
郑东新区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

今年以来，郑东新区围绕省市决策部署，锚定“两个确保”，聚焦“十大战略”，
强化“三标”意识，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城市高质量建设发展的重要抓手，发
挥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带动作用，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全年共谋划基础设
施项目371个，其中前期项目130个，新开项目 102个，续建项目 139个，总投资
491亿元，今年计划投资38.6亿元。目前，1至5月份完成投资15亿元，新开工项
目60个，永盛明渠疏通、阜外医院雨水泵站、白沙路雨水连通工程等灾后重建项
目已进入收尾阶段，为今年夏季主汛期防汛备汛打下了良好基础。

中原区
中原区集中开工项目11个，总投资两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7亿元。
年初以来，中原区共谋划中原华山智慧停车场、李江沟路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38个，采取“签约一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等措施加快推进。
本次集中开工的基础设施项目共 11个，总投资两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7 亿元。这些项目分别为：协和路（建设路—三官路）、外方路（原鸿
运路，白庄路—冉屯路）、二砂北路（洛达路—华山路）、二砂中路（二砂
北路—陇海西路）、能源路（二砂北路—颍河路）、李江沟路（陇海路—淮河
路）、泰州路、百泉路、强国路、乐山路、樊楼路。

中原区政府负责人表示，将采取项目专班服务、投资竞赛等措施，全力
服务保障项目快开工、快建设、早达效，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蓄
势增能，贡献力量。

经开区
经开区集中开工项目12个，总投资3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9亿元。
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年初

以来，经开区共谋划实施项目 214 个，总投资 1132 亿元，年度投资目标
230.8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 109个，续建项目 86个，前期项目 19个，计划
竣工投产项目97个。

本次参与集中开工基础设施项目12个，总投资3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9亿元。包含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计算中心平台建设等5G新基
建基础设施项目 1个，郑州市东部原水干管工程（一期）、经南十一路（京珠
东环路—二十二大街）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2个，经开区滨河新综合管廊一
期集中供热管网工程、东南四环连接线及兰心路廊道绿化建设工程等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6个，花马沟截污及河堤抢险、十七里河综合整治工程等水利
项目3个。

经开区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经开区将继续贯彻“项目为王”工作理念 ，
以“双十工程”为抓手，全力服务保障项目快开工、快建设、早达产，为高质量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蓄势增能，贡献力量。

航空港区
郑州航空港区集中开工项目 39个，总投资 115.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5.9亿元。主要包括郑州郑开同城东部供水工程、航空港区输变电打捆工
程、航空港区天然气利用工程等。

2022年，郑州航空港区围绕交通、能源、百城提升、乡村振兴建设等领
域实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128个，总投资 1095.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04.2
亿元。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将为航空港区进一步“保枢纽、保民生、保在建、
补短板”提供重要支撑。

下一步，航空港区将以此次开工为契机，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好“枢纽+开放”路子，积极推进现代化、国际化、
世界级物流枢纽建设，坚持疫情防控与项目建设双统筹、双推进，大力实施

“模拟审批”“拿地即开工”等工作机制，强化领导分包、专班服务，狠抓项目
开工、严格责任落实，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确保全年重点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努力打造郑州都市圈核心增长极，为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挑大梁、走前头、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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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建设促发展 以项目发展稳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