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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第二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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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大别山高速公路明港至鸡公山段 
河南交投大别山明鸡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 

2 公路工程 南充至成都高速公路扩容工程项目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3 公路工程 济源至新安高速公路 河南省济新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4 公路工程 许昌至信阳高速公路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5 公路工程 
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焦作至荥阳

段 

河南交投焦郑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6 公路工程 沿黄高速公路武陟至济源段 河南省沿黄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7 公路工程 
省道 304 濮阳白堽黄河公路大桥及

接线工程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8 公路工程 
焦作至平顶山高速公路新密至襄城

段 

河南交投郑平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9 公路工程 
周口至平顶山高速公路临颍至襄城

段 

河南交投周平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10 公路工程 许昌市绕城高速公路 
河南省许魏绕城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11 公路工程 
2022 年沪陕高速公路信南段路面

修复养护一期工程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养护专项工程项目部 

12 公路工程 
濮阳市 G342 线李马桥至 S214 交

叉段修复养护工程 
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3 公路工程 
连霍高速公路郑洛段北半幅大修改

建工程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养护专项工程项目部 

14 市政工程 
上合广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二工区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5 市政工程 
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科学谷锦绣路跨

云溪桥梁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16 市政工程 
新密市水利局新密新区供水工程项

目二标段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7 市政工程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东海路（豫州大

道-兖州路）、豫州大道保通路（东

海路-志洋路）等道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工程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18 市政工程 南阳市淯阳桥重建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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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类型 工程名称 申报单位 

19 市政工程 
新密市水利局新密新区供水工程项

目三标段 
黄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 市政工程 

巩义市杜甫路大桥（和平路-嵩山

路）工程（一标段：杜甫路大桥

（和平路-滨河路）施工）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21 市政工程 洛阳市西韩立交建设工程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22 市政工程 
洛阳市王城大道瀍涧大道立交西向

南右转匝道工程 EPC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23 市政工程 
灵宝金城大道东延项目（道路工

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24 水利工程 
河南五岳抽水蓄能电站输水发电系

统工程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

限公司 

25 工业工程 
河南常安制药有限公司恒康原料药

及中间体项目（EPC 总承包）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6 工业工程 

河南煜德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宽幅钛箔、不锈钢箔及铜箔建

设项目工程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27 建筑工程 南阳市国防教育基地工程项目 中国一冶集团有限 

28 建筑工程 淮阳县蔡河家园棚户区改造项目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29 建筑工程 
内乡县菊潭东客运站建设项目工程

EPC 总承包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30 建筑工程 金牛现代都市工业港 4号项目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31 建筑工程 
沈丘县现代科技产业园及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项目 
河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2 建筑工程 北京师范大学周口学校项目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33 建筑工程 保利璟悦苑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4 建筑工程 
开封市祥符区 4000 万只肉鸡全产

业链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5 建筑工程 南乐县和顺府建设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6 建筑工程 
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祥符校区项

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37 建筑工程 金沙国安天悦房地产建设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8 建筑工程 
年产 6 万吨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项

目机加工联合车间工程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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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建筑工程 

延津县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项目门

诊医技病房楼、发热门诊、餐厅工

程项目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0 建筑工程 
安阳市北关区服装智造工业园-1#

厂房 
河南省第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1 建筑工程 爱情芳华里小区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2 建筑工程 
中国农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场项

目（工业地块）一期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43 建筑工程 
河南省公安厅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

目 

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44 建筑工程 洛阳市奥林匹克中心一期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45 建筑工程 星联开元府 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46 建筑工程 洛宁旅游集散中心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47 建筑工程 碧桂园金科凤凰湾施工总承包工程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48 建筑工程 
郑州宏桥置业有限公司向阳公馆建

设项目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9 建筑工程 
碧桂园西流湖名城五号院（G46-

01）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0 建筑工程 商丘绿地城三区项目总承包一标段 河南新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1 建筑工程 
荥阳市数字经济产业园新基础建设

项目西地块总包（二标段）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52 建筑工程 
宜阳县中医院（北城区医院）建设

项目—门急诊大楼 
中建五局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53 建筑工程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常庄村城中村改

造安置房工程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54 建筑工程 
正荣·金融财富中心 A地块二期

1#、2#楼及地下室一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5 建筑工程 正荣季华兰庭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6 建筑工程 观禧花园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7 建筑工程 岚湾·正荣府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58 建筑工程 恒邦置地大厦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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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建筑工程 江汉大学科技创新大楼项目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60 建筑工程 岭南花园（二区）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61 建筑工程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2018 年

中东孟村等棚户区改造北务标段一

期安置房建设项目 

河南七建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2 建筑工程 
后河卢城中村改造项目 E-09-03 地

块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63 建筑工程 
河南佳港实业有限公司达园建设项

目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 

64 建筑工程 博林君瑞花园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65 建筑工程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西区工程 
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66 建筑工程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中小学一

期项目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