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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第一批）河南省工程建设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名单 

 

序号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1 公路工程 鹤壁至辉县高速公路复工工程 河南省鹤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 公路工程 安罗高速公路罗山至豫鄂省界段 
中铁十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 

3 公路工程 沿太行山高速公路西延 
河南省沿太行山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4 公路工程 焦作至唐河高速公路汝州至方城段 
河南交投平宛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5 公路工程 
濮阳至湖北阳新高速公路沈丘至豫

皖省界段项目 
南交投沈皖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6 公路工程 兰考至沈丘高速公路兰考至太康段 
河南交投兰太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7 公路工程 
省道 328遂平县城至嵖岈山段改建

工程（EPC）总承包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8 公路工程 项城市东环路暨沙颍河大桥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 公路工程 方唐高速 FTTZHHR-1标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0 市政工程 
郑州市文化路（黄河大堤—大河

路）道路工程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1 市政工程 
郑州新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水区

土建施工三标段 
河南六建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12 市政工程 
周口北环（周淮路-周西路段）新

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3 市政工程 
郑州高新区城镇综合建设项目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4 市政工程 
郑州市市民公共服务中心核心区九

条道路等建设工程 2标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5 市政工程 
郑州市市民公共服务中心核心区九

条道路等建设工程 4标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6 市政工程 
郑州市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

（西四环段施工一标段） 
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7 市政工程 
河南中部铝港产业园市政道路项目

工程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8 建筑工程 深国际·北方区域总部智慧港 陕西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19 建筑工程 
河南省郑州市建业拾捌贰期总承包

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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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20 建筑工程 
延津县乡村振兴宜居教育城建设项

目（二标段）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1 建筑工程 
延津县疾病预防控制及指挥中心业

务用房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2 建筑工程 
鹤壁市人民医院公共卫生应急救治

中心（隔离及负压重症病区）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3 建筑工程 

河南大学附属“两校一园”新校区

建设项目-初中项目-1号综合教学

楼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4 建筑工程 
河南曲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D显

示盖板玻璃项目(一期）-101 厂房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5 建筑工程 
华耀城 5#地块 15#、16#、17#、

18#、19#楼及地下车库三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6 建筑工程 
许昌市人民医院门急诊综合楼（东

楼）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7 建筑工程 周口沈丘碧桂园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8 建筑工程 
封丘县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建设

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9 建筑工程 
华耀城 5#地块 22#、23#、24#、

27#、28#楼及地下车库五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0 建筑工程 郑州银行综合业务大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1 建筑工程 中影城市文化中心 
中建一局集团第三建筑有限公

司 

32 建筑工程 惠州仲恺宝湾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3 建筑工程 
郑州市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黄

岗庙村城乡结合部综合改造工程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34 建筑工程 
遂平县人民医院新区新院项目（一

期）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35 建筑工程 
青岛地铁井冈山路站地下空间开发

项目一期北半幅工程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36 建筑工程 中牟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交一公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 

37 建筑工程 
河南省郑州市建业拾捌贰期总承包

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38 建筑工程 二期病房大楼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39 建筑工程 
新龙华庭西地块工程一标段（19#

楼） 

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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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建筑工程 商丘国际会展中心项目 
上海绿地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41 建筑工程 许昌体育会展中心综合馆项目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42 建筑工程 郑州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3 建筑工程 中原数字经济科创园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 

44 建筑工程 
华瑞紫韵城天园施工Ⅰ标段（4号

楼、5号楼、西大门及地下车库） 
河南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 建筑工程 漯河中裕望江府住宅小区 1#楼 河南省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6 建筑工程 
洛宁县人民医院分院建设项目 1#

楼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47 建筑工程 
中原节能环保产业园启动区一期工

程园区综合服务中心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48 建筑工程 

南阳·镀邦光电产业园项目

（G43、44地块）G43-01生产车间

工程 

河南省东风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9 建筑工程 漯河市大数据产业园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50 建筑工程 
南阳仲景医院康养教育基地附属医

院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 

51 建筑工程 
灵宝市涧西区环城西路（西苑华

府）项目---2#楼 

河南二建集团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2 建筑工程 
濮阳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留置场

所）迁建工程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53 建筑工程 城投昌建锦绣城项目一标段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4 建筑工程 民权县绿洲·小铺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5 建筑工程 正弘中央公园空港花园 2地块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6 建筑工程 
登封市少林友谊学校建设项目（一

期）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7 建筑工程 广诚·美林府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8 建筑工程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本科部新校区建

设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9 建筑工程 中原科技城科技创新园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 建筑工程 中科洛阳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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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61 建筑工程 襄城县中医院搬迁建设项目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2 建筑工程 建安文化广场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3 建筑工程 银基东尚大厦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64 建筑工程 
郑东新区金光花苑 II期棚户区改

造项目宗地一工程施工二标段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65 建筑工程 

河南省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中

心（库体工程）项目 EPC工程总承

包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66 建筑工程 南乐县御华天城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67 建筑工程 内黄县陶瓷园区标准化厂房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68 建筑工程 
内黄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69 建筑工程 
商水县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生产天

然气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70 建筑工程 

益海嘉里（周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年加工 20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

（一期）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71 建筑工程 

南阳市中心医院新区医院（南阳市

中心医院迁建）建设项目（第四标

段）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2 建筑工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梅河芳

邻租赁住房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3 建筑工程 

郑州市中原区大李-西岗（1-2

组）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

（KG12-02#、KG13-02#地块）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4 建筑工程 舞钢市市民中心建设项目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75 建筑工程 郑东万象城南苑（一期）项目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76 建筑工程 
鲁山县多功能图书馆及科创服务中

心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7 建筑工程 玖瑞名筑住宅（返乡创业示范园）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8 建筑工程 
中国电信郑州航空港数据中心一期

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79 建筑工程 
偃师市人民医院（新区医院）建设

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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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建筑工程 智能立体车库生产基地厂房项目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81 建筑工程 昌建海义铂悦府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2 建筑工程 邓州建业城三期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3 建筑工程 翡翠云樾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4 建筑工程 中原科技城智慧产业创新园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5 建筑工程 昌建汇丰博悦府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6 建筑工程 新飞建业府项目一标段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7 建筑工程 鑫苑城八号院一标段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8 建筑工程 长申玉住宅小区西区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89 建筑工程 周口建业天悦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0 建筑工程 鑫苑鑫家南苑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1 建筑工程 瑞府小区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2 建筑工程 中原科技城人才创业园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3 建筑工程 
聚诚建国（汝州）商业城市综合体

昌建上院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4 建筑工程 濮阳建业世和府三期二标段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95 建筑工程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新郑门）遗址

博物馆 
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96 建筑工程 孟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项目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7 建筑工程 邓州高铁新城客运站项目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8 建筑工程 商丘市长安宸院项目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