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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禹州市银坤国际物流产业园

项目
物流 合作 20

项目占地面积约 2.8 平方公里（4197.5 亩），其中起步区约 
914.6 亩。重点构建“一港区、两集群、三中心、七板块”的
“1237”现代物流产业服务体系。

禹州市交通
局

王战叶 0374-8088009 内资

2 天瑞集团禹州水泥有限公司
绿色产业园项目

采矿业 独资 20

项目占地面积437亩，项目除水泥熟料生产线搬迁外，新建
年产200万吨精品砂石骨料生产线、年产80万吨环保型干粉
砂浆生产线、年产10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生产线以及预留
年产2×30万立方米装配式建筑生产线。

禹州市文殊
镇

宋书坤 0374-8791026 内资

3
年产30万台发动机动力总成
、20万台再生发动机动力总

成总装生产线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2.7

项目占地200亩，主要建设研发楼、办公楼、厂房、车间、
仓库等，建成发动机动力总成与再生发动机动力总成总装生
产线各4条。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外资

4
上海世邦10万吨矿山装备生

产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2

项目占地300亩，建设年产10万吨铸件生产线，年产3000台
破碎机、制砂机、粉磨机生产线。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5
平煤易成新能源有限公司年
产3万吨锂电池负极新材料

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独资 10

项目拟占地400亩，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年产3万吨锂
电池负极新材料，年产值15亿元，可实现利税1.5亿元；一
期占地约130亩，年产1万吨锂电池负极新材料，一期选址在
龙岗电厂院内，一期可提供就业岗位约150个。

禹州市发改
委

艾晓生 0374-2076727 内资

6
禹州市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项目
新能源网
联及汽车

独资 10
项目占地根据城市车辆拥有量每100台车一座换电站，主要
建设换电站、充电桩等，可实现年利税7800万元，提供就业
岗位300个。

禹州市顺店
镇

王军安 0374-8656800 内资

7
禹州市神垕镇无机粉体瓷釉

新材料加工基地
化工 独资 7.5

项目占地80亩，主要建设年产5万吨瓷釉基层混合料生产线
、年产15万吨无机粉体新材料生产线、质量检验中心、无机
粉体研发中心；办公科研楼8000平方米、钢结构车间21000
平方米。

禹州市神垕
镇

董彦超 0374-8612811 内资

8 智恒立建新型绿色一体化外
保温系统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7

计划占地300亩，总建筑面积16.8万㎡，主要建设30条新型
保温材料生产线以及办公楼、宿舍楼、餐厅等配套设施。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能2000万㎡，年销售收入24亿元，
年税金约3.6亿元，直接就业岗位约800个，间接拉动本地企
业收入约8亿元（水电气、材料、运输、商业服务等关联企
业）。

禹州市商务
局

董金峰 0374-8279657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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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河南锦杭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医药全产业链项目
生物医药 独资 5

项目总投资5亿元，主要建设集种植、生产流通为一体的全
产业链中医药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年产中药材1.5万吨，
年加工生产饮品及原药1万吨，年销售收入20亿元，年上缴
利税2000万元。

禹州市朱阁
镇

张彩娜 0374-8120209 内资

10 禹州市惠众建材有限公司年
产30万吨氧化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4.9 项目占地78亩，主要建设年产10万吨纳米碳酸钙生产线三条
。

禹州市无梁
镇

徐国杰 0374-8741003 内资

11 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4.8

项目占地100亩，计划建设主体工程和办公等配套设施，项
目建（构）筑物主要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
和仓储、供配电、总图、服务、绿化、环境保护安全及消防
设施等。计划购置生产及检测设备共计139台（套）。目前
框架协议已签订，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土地预存款已
缴纳。

禹州市郭连
镇

赵  辉 0374-8725618 内资

12
禹州市晶能50MW光伏发电

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4.6

项目占地总面积1350亩，主要建设50MW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并网后预计年发电量6000万度。

禹州市发改
委

艾晓生 0374-2076727 内资

13
禹州市锦信水泥有限公司磊
磊石分公司年产500万吨机

制砂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3.9

项目占地面积20亩，主要建设年产500万吨机制砂生产线、
储存堆棚、制砂楼、装车库及钢板仓，购置破碎机、制砂机
、振动筛、组合式选粉机、质量检测辅助设备及环保设施。

禹州市苌庄
镇

刘德刚 0374-8761188 内资

14 禹州市天源学校项目 教育 合资 3.5

项目占地约190亩，主要建设教学楼、师生宿舍、餐厅、实
验楼、行政办公楼、游泳馆、操场以及其它配套设施，可容
纳高中部60个教学班、初中部18个教学班，可安排350个就
业岗位。

禹州市韩城
办

帖俊锋 0374-8216689 内资

15 年产6万吨优质岩棉及35万
立方米橡塑海绵制品

新型建材 独资 3.2
项目拟占地80-100亩，建设优质岩棉、橡塑海绵绝热吸音节
能保温材料生产线，建成后年产优质岩棉6万吨，橡塑海绵
制品35万立方米。

禹州市煤炭
局

陈世权 0374-8277678 内资

16
禹州市禹王特种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年处置60万吨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2.6 项目占地面积41.4亩，主要建设原料磨、回转窑、成品磨、
包装机等。可实现年利税1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60个。

禹州市环保
局

袁灿辉 0374-2076558 内资

17 天源生物科技现代中药配方
颗粒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2.3
项目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主要对中药饮片有效成分进
行提取，研发生产600种中药配方颗粒，年产配方颗粒2000
多吨。

禹州市张得
镇

朱彦民 13839009315 内资

18 湖波灵威水泥集团熟料线脱
硝、节能增产改造项目

新型建材 合作 2.2

脱硫改造投资0.8亿元，对熟料线预热器脱硫改造，改造后
氮氧化物排放小于50mg/m3；节能增产改造投资1.4亿元，改
造后煤耗、电耗等综合能耗降低15%，熟料产量日增产2000
吨。计划2022年12月投产，预计可增加销售收入2亿元，年
税收增加1500万元。

禹州市无梁
镇

徐国杰 0374-8741003 内资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产业
投资方

式
投资总额
（亿元）

建设内容 责任单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是否外
资项目

19
年产60万件超硬材料制品项

目
装备制造 合资 2.1

该项目租赁标准化厂房，新建超硬材料制品生产线6条，建
成后可年产60万件超硬材料制品项目。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20
河南金橡塑业有限公司年加
工3000吨加筋聚乙烯（PE）

复合管材建设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2.1

项目占地面积18000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原材料仓
库、成品库、办公楼、职工宿舍及配电、蓄水等配套设施，
主要生产设备为JSP315和JSP25生产线。一期成套设备5条，
其中JSP315生产线2条，JSP125生产线3条。二期成套设备10
条，，其中JSP315生产线3条，JSP125生产线7条。

禹州市郭连
镇

赵  辉 0374-8725618 内资

21
禹州市百草汇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和保健食品加工项

目
生物医药 合作 2

该项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主要建设中药饮片生产车
间，药食同源保健品生产车间、化验室、研发室、产品文化
展览室、仓库及配套设施，建设2条中药饮片生产线和1条新
型药食同源高档保健品生产线。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22
河南恒达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年产20吨立方氮化硼、10吨

金钢石项目
新型建材 合作 2

项目建设标准化厂房6000平方米；分二期建设，一期建设年
产20吨立方氮化硼生产线一条；二期建设年产10吨金钢石生
产线一条。主要购置：混料机、金钢石液压机、烘箱、微波
烘干线、四柱压力机、摇床、振筛机、球磨机、电解槽、反
应釜、环保等设备。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23 年产200个高档人发头套项
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2
项目占地30亩，主要建设年产200万个高档人发头套生产线1
条，实现年产值3亿元，利税4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80个
。

禹州市褚河
镇

李爱民 0374-8667881 内资

24 禹州市隆盛建材有限公司年
产600万吨建筑骨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6 项目占地137亩，主要建设年产600万吨建筑骨料生产线一条
。

禹州市浅井
镇

韦  昊 15188511131 内资

25

许昌市鸿硕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全封闭物流仓储运输100
万吨、年精选煤120万吨生

产线及环保配套设施

物流 独资 1.6

项目占地40亩，主要建设高标准全封闭厂房20000平方米及
精选煤生产线2条，项目总投资1.6亿元人民币，年精选煤
120万吨、仓储物流运输100万吨，年利税可实现3600万元，
可安排100个工作岗位。

禹州市花石
镇

孙红伟 0374-8771996 内资

26
河南庄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5万吨新材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56

项目占地33亩，主要建设年产5万吨新材料生产线、配套建
设厂房、研发中心、综合办公楼、仓库以及辅助公用设施
等，可实现年产值3亿元，税收1000万元以上，提供就业岗
位100个。

禹州市苌庄
镇

刘德刚 0374-8761188 内资

27
禹州市天福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年产120万吨干粉砂浆项

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5

项目占地30亩，主要建设4条年产30万吨干粉砂浆生产线
等，可实现年利税1500元，提供就业岗位40个。

禹州市无梁
镇

徐国杰 0374-8741003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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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型磨具研磨生产线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1.4
该项目计划投资1.4亿，占地40亩。该项目目前已经与东产
业聚居区沟通，准备入住东产业聚居区。企业正在谋划企业
内部设置、科研人员及用工问题等。

禹州市颍川
办

王中朝 0374-8160831 内资

29 禹州市恒泰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年产70万吨干粉砂浆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3 位于无梁镇井李村，占地面积60余亩，新建一条年产80万吨
干粉砂浆生产线。

禹州市无梁
镇

徐国杰 0374-8741003 内资

30
年产3000吨中药饮片生产加

工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1.3

项目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主要建设年产3000吨中药饮片加
工生产线，购置洗药机、润药机、切制设备、炒药机、粉碎
机、烘干设备以及包装设备等。

禹州市鸠山
镇

郑伟帅 0374-8811016 内资

31
禹州市康众祥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年产600吨熔喷布、
3000吨绿色环保管材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26
项目占地约24亩，主要建设标准化厂房一栋，科研办公楼一
栋等配套设施，租赁修建仓库6000平方米，建设8条熔喷布
自动化生产线；8条聚乙烯环保塑料管材生产线等。

禹州市韩城
办

帖俊锋 0374-8216689 内资

32
河南天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500吨超细碳化钨项

目一期
新型建材 独资 1.2

项目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厂房、办公区、
研发中心、稀有金属材料仓库、惰性气体站、辅助车间。
购置混料机，球磨机，碳化炉，还原炉，氮、氩、氢气反应
站，AGV智能化配料上线控制系统等设备。

禹州市方山
镇

毋宗禹 0374-8641266 内资

33
年回收拆解2万辆报废车辆

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2

项目占地32亩，主要建设报废车辆拆解车间、分拣车间、废
机油暂存间、服务大厅、职工餐厅及宿舍楼等，可实现年利
税11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30个。

禹州市环保
局

袁灿辉 0374-2076558 内资

34
许昌市汇众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禹州分公司年产5万立方
装配式道路建筑构建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2

项目占地约46亩，计划分两期，总投资1.2亿元，其中一期
主要建设年产40万吨沥青、70万立方商品混凝土生产线项目
及办公楼和场区绿化等；二期主要建设装配式建筑PC构件
项目。

禹州市磨街
乡

冯朝伟 0374-8701003 内资

35 禹州市宏远瓷业有限公司年
产420万件高质量陶瓷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1.2

项目占地30亩，利用老厂院新建环保节能型隧道窑炉生产线
2条，配套建设成品仓库、成型车间、拣选车间、90m烘干
窑炉、120m棍棒式隧道窑炉车间、手工成型车间等建筑车
间和配套滤泥机、球磨机等机械设备和办公楼等设施。建成
后可提供就业岗位460人。

禹州市鸿畅
镇

王帅伟 15716798880 内资

36 河南省亮点制药有限公司年
产5000吨新型兽药制品项目

生物医药 独资 1.2 项目占地50亩，主要建设兽药、添加剂等，可实现年利税
2600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

禹州市顺店
镇

王军安 13937469175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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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年产1000吨生姜去屑洗发露

生产线项目
化工 独资 1.2

项目占地9108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线、无菌车间、化验中
心、研发中心、包装车间、办公区、员工宿舍等，可实现年
利税300元，提供就业岗位100个。

禹州市市场
监管局

李保军 0374-8880996 内资

38 年产120万条假发发条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1122

项目占地50亩，主要建设年产120万条假发发条生产线1条，
实现年产值12000万元，利税12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60个
。

禹州市褚河
镇

李爱民 0374-8667881 内资

39 天士力集团中药产业链禹州
基地建设项目

生物医药 独资 1.1

天士力集团拟整体收购禹州汉广公司后，以禹州为中心，逐
步扩大汉广公司在河南地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规模，开展中药
材资源采购、加工、仓储、销售等业务，为天士力集团中药
产业链布局奠定基础。

禹州市商务
局

董金峰 0374-8279657 内资

40 年产100万件铝制品项目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独资 1.1 项目占地46亩，利用老厂房改造，主要建设铝单板、铝幕生
产线两条。

禹州市夏都
办

田青稳 0374-8290775 内资

41 禹州市三洋选煤有限公司年
洗选原煤120万吨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1 项目占地15亩，主要建设办公房、机房、浓缩车间、原煤蓬
、精煤蓬等，提供就业岗位30个。

禹州市鸿畅
镇

王帅伟 15716798880 内资

42
年产10万套模特头套、工艺

发条50万条生产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1

项目占地20亩，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前期主要规划建设“
魅力形象展示中心”，“个人形象设计中心”，“电子商务中心
”，原料仓库，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六部分。预计建成后成
为集生产、销售、展示、研发和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现代化公
司体系，建成投产后，年产500万套假发产品。

禹州市商务
局

董金峰 0374-8279657 内资

43 微生物保健养生制品项目 生物医药 独资 1.1
项目建筑面积5200平方，主要建设微生物保健养生制品、化
妆品、消毒制剂、保健外用品生产线各一条。预计年产值
1000万元，可实现利税13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

禹州市卫健
委

程书年 18838566161 内资

44
年产20吨重要提取物青蒿素

深加工产品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1.05

该项目新建中试车间5600平方米，对原有中药提取物青蒿素
深加工产品（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开展研发中
试，建设年产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深加工生产线
3条。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45
南沈张鹏档发厂年产100万

条假发发条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03

项目占地15亩，主要建设年产100万条假发发条生产线1条，
可实现年利税2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80个。

禹州市褚河
镇

李爱民 0374-8667881 内资

46
鑫基建材有限公司年加工

300万吨河道废弃物及建筑
石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 项目占地150亩，主要建设一条破碎生产线、给料机、选粉
机、制砂机、除尘器、环保设备、四个钢板密闭储料仓等。

禹州市浅井
镇

韦  昊 15188511131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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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产80万条发条生产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

项目占地20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仓库，非洲及欧美客户
生产线各一条，真人发头套生产线一条，发块及高端接发生
产线一条。建成投产后，可年加工发条100万条，发套50万
个。

禹州市商务
局

董金峰 0374-8279657 内资

48
年产1000吨汽车模塑制品、
100万平方米新型墙体材料

和10000套钢构件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

项目占地20亩，主要建设汽车模塑制品生产线3条，EPS新
型墙体材料钢构件生产线9条。建成后可实现年产1000吨汽
车模塑制品、100万平方米新型墙体材料和10000套配套钢构
件

禹州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天文 0374-8369766 内资

49
禹州市钧都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年产300万吨干粉砂浆项

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
项目占地20亩，主要建设四层办公楼一座，自动化车间一
栋，干粉砂浆生产线一条。

禹州市古城
镇

田朝印 0374-8621688 内资

50 年产500吨新型材料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
该项目位于禹州市火龙镇龙岗工贸区，占地25亩，主要建设
8条生产线、生产车间、环保设施等，可实现年利税1500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个。

禹州市火龙
镇

张万现 0374-8631000 内资

51 智能工厂样板展示和建设项
目

智能装备 独资 1 项目占地60亩，引进智能工厂样板的技术、流程和模型，建
设样板工厂和展示。

禹州市商务
局

董金峰 0374-8279657 内资

52 年产50万平方米铝单板项目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独资 1 项目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年产50万平方米铝单
板生产线、原材料库、成品库、办公楼及配套设施。

科技发展中
心

赵晓丹 0374-8339679 内资

53

禹州中联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200万吨干粉砂浆、年产
150万立方米建筑预制构建

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1
项目占地54亩，新建生产车间及办公、生活设施用地15600
平方米，主要建设年产200万吨干粉砂浆、年产150万立方米
建筑预制构建生产线各一条。

禹州市小吕
镇

王  玄 13523744441 内资

54
原料药CMO/CDMO研发服

务和定制项目
生物医药 合资 3.6

建设内容包括原料药研发服务平台和原料药定制生产基地两
部分，主要建设原料药研发生产所需的房屋及配套设施，购
置智能化集成连续反应系统、自动化分离系统、冷凝器、混
合机、气相色谱仪、液相色谱仪、质谱仪等200余台（套）
设备，搭建智能化原料药研发生产系统，聘用高素质人才队
伍，建设成为国内特色原料药绿色生产基地。

河南新天地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赵松龄 13937489390 外资

55 年产1000万件摄像头模组项
目

智能装备 独资 2.2 摄像头模组项目
长葛市畅瑞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刘俊男 13619883302 内资

56
长葛市金葛高科绿色环保制

造产业园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合资 8.2
园区占地625亩，总建筑面积68.9平方米，规划建设标准厂
房33栋、综合办公楼1栋、研发大楼1栋、共享喷涂中心1栋
、机动停车位899辆、非机动停车位2021辆。

长葛市金葛
高科技环保

有限公司
金结根 15129221448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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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激光产业园 装备制造 合资 5

总投资5亿元，建设内容：① 激光研究院：激光产业园的技
术基础，涵盖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实训中心、职业培
训、激光实验室（通用设备中心）等。② 激光智能制造示
范中心：对外展示激光设备和加工能力，承接对外激光加工
服务，并开展激光应用的技术研究开发。③ 激光专业孵化
器和加速器：主要为初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生产车间，面
积约20000平米，提供激光专业指导、政策支持、基金支持
、人才支持、项目支持等；建设园区综合服务平台、人才创
新创业超市，吸引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入驻。④ 鸿润激光
研发生产基地：鸿润激光研发大楼、办公室、高端激光装备
生产车间，是鸿润激光的自用基地。⑤ 鸿润激光产业园：
涵盖上面几个方面的所有工作，并建设管理园区服务中心，
为园区提供配套的后勤服务。

长葛市葛天
中原模具

李建民 15939916368 内资

58 长葛产业新城东部高端装备
产业园117亩地块

智能装备 独资 10

长葛产业新城是长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开发建设，委托区
域约76平方公里。目前已建设完成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住宅、中央公园及长盛大道等，产业方面共2个
产业园：南部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招商方向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现针对东部高端
装备产业园117亩地块重点招商，本地块已有规模指标，地
块方正，可分割成30-50亩小地块企业签约后即可挂牌；紧
邻产业新城主干道长盛大道、忠武路，离郑许轻轨产业新城
站仅2公里；周边已有2家上市企业落位，配套较为完善。

长葛市临港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郭志强 17611220300 内资

59 长葛产业新城电子信息产业
园

电子制造 合作 30

长葛产业新城是长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开发建设，委托区
域约76平方公里。目前已建设完成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住宅、中央公园及长盛大道等，产业方面共2个
产业园：南部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招商方向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现针对电子信息
产业园重点招商，厂房12栋，办公楼2栋，共计12万平米，
每栋6300-8000平米，层高5.5-6米，预计2022年中交付使
用；紧邻产业新城主干道华夏大道，离郑许轻轨站仅2公
里；周边已有3家知名企业建成投产，配套较为完善。

长葛市临港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郭志强 17611220300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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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长葛产业新城北大产业园 生物医药 合作 3.5

长葛产业新城是长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开发建设，委托区
域约76平方公里。目前已建设完成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住宅、中央公园及长盛大道等，产业方面共2个
产业园：南部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招商方向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现针对北大产业
园项目重点招商，主要招商方向为生物医药研发、医疗器械
生产加工销售等，共计4.7万平米，预计2022年底交付使
用；紧邻产业新城主干道华夏大道，周边已有3家知名企业
建成投产，配套较为完善。

长葛市临港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郭志强 17611220300 内资

61
长葛产业新城东部高端装备

产业园196亩地块
智能装备 独资 15

长葛产业新城是长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开发建设，委托区
域约76平方公里。目前已建设完成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住宅、中央公园及长盛大道等，产业方面共2个
产业园：南部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招商方向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现针对东部高端
装备产业园196亩地块重点招商，本地块已有规模，地块方
正，可分割成30-50亩小地块，企业签约后预计半年左右挂
牌；紧邻产业新城主干道长盛大道、忠武路，离郑许轻轨产
业新城站仅1.5公里；周边已有2家上市企业落位，配套较为
完善。

长葛市临港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郭志强 17611220300 内资

62 长葛产业新城南部产业园
230亩地块

装备制造 独资 15

长葛产业新城是长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开发建设，委托区
域约76平方公里。目前已建设完成产业新城服务中心、社区
服务中心、住宅、中央公园及长盛大道等，产业方面共2个
产业园：南部产业园和东部产业园，招商方向为高端装备、
电子信息，目前已有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现针对南部产业
园230亩地块重点招商，本地块已有规模，地块方正，可分
割成50-70亩小地块，企业签约后预计半年左右可挂牌；紧
邻产业新城主干道华夏大道，离郑许轻轨站仅2公里；周边
已有2家上市企业落位，配套较为完善。

长葛市临港
产业发展服

务中心
郭志强 17611220300 内资

63 汽车散热器等铝制品零部件
制造

新能源网
联及汽车

合作 1.5 汽车散热器等铝制品零部件制造。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64 汽车车体铝制品配件制造
新能源网
联及汽车

合作 2 汽车车体铝制品配件制造。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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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建筑用可回收铝质模板等建
筑辅材铝制品制造

新型建材 合作 3 建筑用可回收铝质模板等建筑辅材铝制品制造。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66 高端铝制品摆件、饰品制造 轻工 合作 1 高端铝制品摆件、饰品制造。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67 不锈钢摆件及其他工艺品制
造

装备制造 合作 1.5 不锈钢摆件及其他工艺品制造。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68 铝制品冷轧、热轧项目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合作 1.2 铝制品冷轧、热轧项目。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内资

69 铝灰处理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作 1 铝灰处理项目。

长葛市大周
产业集聚区

韩明超 13937445818 外资

70 河南驰亚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轮毂100万只建设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2 双方合作投资1.2亿，投资年产100万只汽车轮毂合作项目。
河南驰亚铝
业有限公司

谷红伟 13837477111 内资

71
长葛市银辉铜业有限公司年

产10吨精品新能源铜杆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合资 2.6

项目占地200亩，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投资规模2.6亿元，
其中主要建筑车间2座，仓库1个，办公楼1栋。原材料：电
解铜、光亮铜；主要设备：焊炼炉2台，上引炉1台，全自动
连轧机组1套。

长葛市银辉
铜业有限公

司
朱春建 15837421666 外资

72
河南一建宏润隧道管片预制
构件有限公司年产砼预制构

件（PC）20万m³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3

该项目规划总占地200亩，拟投资6亿，年产量砼预制构件
（PC）30万m³、钢模具10000t，建筑垃圾处理150万吨。

河南一建宏
润隧道管片
预制构件有

限公司

尚国灿 13783713127 内资

73
长葛市大周镇农贸市场提升

建设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5248

本项目拟规划建设集贸批发用房、综合服务中心、公共厕所
、垃圾收集站等，作为农贸、副食、百货、仓库、办公等经
营及配套用房。

长葛市大周
镇人民政府

杨三民 13938778297 内资

74
长葛市大周镇乡村振兴人才

基地建设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1.98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2栋5F框架结构的会议培训，主要
包括会议报告厅和培训教室，1栋5F框架结构的行政办公
楼，3栋5F框架结构的专家公寓，1栋4F框架结构的餐饮和商
务休闲用房。

长葛市大周
镇人民政府

杨三民 13938778297 内资

75 医养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0527 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集医疗、康养为一体的大型医养项目 老城镇 翟菲菲 18790191111 内资

76 手机防静电防护摸建设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1.3 引进先进生产线，生产手机防静电防护摸，防尘镜片。 老城镇 王伟斌 18837416999 内资

77 增福镇螺旋
钢管生产项目

新型建材 合资 2 厂房、设备，产品用于石油，天然气，水利工程，电力供
热，桥梁打桩等工程。

长葛市移山
钢

铁有限公司
王栓营 13849868390 内资

78 智能马桶盖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2.5 土地、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
远东陶瓷有

限公司
王栓营 13849868390 内资

79 铝板建材项目 新型建材 合资 6 土地、厂房、设备及配套设施。 增福镇政府 王栓营 13849868390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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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新型建材生产线项目 新型建材 合作 3
该项目占地约41.32亩，企业从业人员80人，总投资3亿元，
预计税收1000万元，建成后将成为长社办主要税收来源企业
。

河南科瑞达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唐永平 15638780628 外资

81
新建厂房建设和新增消费医
疗电子器械生产线20条建设

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1.5

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左右，包含扩建5层厂房建设6000万元
左右，和新上消费医疗电子器械生产线项目20条，投资9000
万元左右，项目投产后增加销售收入2.5亿元左右。

河南左点科
技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
张遂岭 13213356019 外资

82 商业综合一体化项目
现代服务

业
合作 7.5

该项目位于视察路，预计投资总额7.5亿元，将建成以商业
天街+高端酒店时尚风情街+高品质住宅特色培训、量贩ktv
等一体化商业综合体。该项目建成后会取得三方面效益：1.
综合效益方面：有效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发
动机，极大地带动三四线城市经济的发展；2.社会效益方
面：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市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了选
择，融入了国际化的消费元素，实现城市建筑的多元化、多
功能化；3.经济效益方面：通过相关产业关联和空间辐射所
形成的推动效应对周边的区域整体经济产生拉动作用，提高
周边房地产品质，带动区域相关产业发展，扩大税收，增加
就业。

天津亿联控
股集团

张亮 13598977377 外资

83 长葛市后河镇物流产业园建
设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5.6

本项目位于后河镇紫金大道以南、龙泉东街以东、长姚路以
北；友谊路与长新大道交叉口东南角 规划总用地面积174.32
亩包含A、B两个地块，A地块为物流集散中心用地面积约
88.32亩，B地块为物流仓储中心用地面积约86亩。总建筑面
积200649.21㎡，其中集散中心建筑面积100099.49㎡，仓储
中心建筑面积100549.72㎡。

长葛市红石
达建设有限

公司
曹建峰 13569995889 内资

84 后河镇陉山综合开发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0

围绕陉山周边区域进行开发，主要建设游览区、健康养老区
、游客接待中心、民俗体验区及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

后河镇政府 闫东峰 18937492222 内资

85
后河镇年产150万件中高档

卫生陶瓷生产线项目
新型建材 合资 2

项目位于后河镇小辛庄村，利用小辛庄村原村陶瓷厂闲置厂
院78亩及主体已完工13000平方米厂房，引进高档卫生陶瓷
加工企业或板材加工企业，可吸纳劳动力200人。

后河镇小辛
庄村委会

孙华伟 13608433377 内资

86 后河镇新型建材招加工项目 新型建材 合资 2.5 项目位于王楼村南，3号路北侧，距长葛高铁北站4公里，交
通便利，拟利用原闲置厂院70亩对外招商。

程春霞 程春霞 17838511111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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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后河镇医药加工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0.5
项目位于后河镇刘士华村西，高速引线北侧，后河镇粮所院
内，拟利用粮所闲置厂院20亩引进医药加工项目，可吸纳劳
动力30余人，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利税300万元。

后河镇粮所 杨勇生 13598963118 内资

88
年产4000个智能爬架机位项

目
装备制造 合资 2.5

利用现有土地，新建厂房、办公及其他附属设施8000m2，购
置剪板机、数控机床、自动焊接机、切割机、冲孔机等主要
设备，建设年产4000个智能爬架机位项目生产线。

河南晟固建
设工程有限

公司
侯顺利 13333864493 内资

89 年产200万件精品日用瓷生
产线项目

新型建材 合资 2.5

建设联合车间、原料库房、辅助材料库房、包装材料库房、
成品库、办公楼等，建筑面积39600平方米，购置自动化中
高档陶瓷生产线及其球磨机、高压成型机、施釉设备、布袋
除尘器、破碎机、推土机等设备。

河南金宝莱
瓷业有限公

司
侯孝华 15037406666 外资

90 年产5000吨漆包线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2.5
利用原有场地建设办公及附属设施面积6000平方米，购置漆
包机、拉丝机、挤压机、拉力万能试验仪、检验设备等，建
设一条年产5000吨漆包线生产线。

长葛市昱创
电工材料有

限公司
张超凡 13460566666 内资

91 年产9000套玉米收割机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2.5

利用厂内原有土地新建车间8000平方米，综合楼一栋建设面
积5000平方米，主要用于办公、技术研发、设备检测、专家
公寓、设备展示大厅等。建设一条年产9000套玉米收割机生
产线。

长葛市通润
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李群英 15893726786 内资

92 年产100套纵剪生产线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3.5 项目位于和尚桥镇于井钢材市场位置，计划投资总投资3.5
亿建设,年产100套纵剪生产线项目。

长葛市繁华
物资有限公

司
孔毛祥 15603860166 内资

93 再生环保资源回收项目（暂
定）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合资 5
项目拟建于和尚桥镇于井钢材市场，计划总投资5亿。引资
3.8亿建造再生环保资源回收项目，项目建成年产值达6亿利
税5000万。

河南恒奕晟
实业有限公

司
闫书亮 18103997666 外资

94 钢材市场工业企业提升改造
项目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合资 5.5

该项目计划建设位于和尚桥镇通州大道南段西侧，项目占地
200亩，计划总投资4.5亿元，建设大跨度标准化厂房，以租
赁等合作模式，把现有新区钢材市场周边工业企业，从技术
、设施、厂房及其相关配套做整体整合、整改、提升，引进
现代化工业管理理念，形成新的现代化工业规模性经营，整
体提高企业外观形象、社会竞争力。

长葛市华轩
实业有限公

司
尚伟鹏 15638762779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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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产3000万块水泥制品 新型建材 合资 1

购置自动给料机、筛选机、磁选机、破碎机、搅拌机、成型
机等设备，经外购炉渣、水泥等原料、给料机上料、筛分、
磁选、破碎、分选、混合搅拌、挤压成型、静置硬化、检验
、成品等生产工艺，形成年产3000万块水泥制品（免烧）生
产能力。

惠州市金徽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长葛

分公司

许大远 18956728367 内资

96 华轩新城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65

总投资65亿，建设一座可容纳1万余户大约137万平方米低密
度高档住宅区、20万平方米商务综合体区、15万余平方米
（用地115.16亩）可容纳4500名学生的教育文化区。建设一
座容纳3.5万人居住、生活、商务办公为一体的现代化都市
圈新城。

长葛市华轩
实业有限公

司
尚伟鹏 15638762779 内资

97
河南立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年产5000台切砖机项目
装备制造 合作 0.8

该项目占地面积5300平方米，建筑厂房及办公场所面积4500
平方米，年产5000台切砖机，项目建成后年营业收入达7000
万元。

河南立工机
械制造有限

公司
戴玉良 13213355583 内资

98 铸造专业园区一号厂房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6 该项目1.6亿元，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建设年产3万吨汽
车零部件铸造毛坯合作项目。

长葛市坡胡
镇人民政府

王伟 17698019311 内资

99 铸造专业园区二号厂房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8
该项目1.8亿元，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建设铸造生产线3
条，年产5万吨电机配件铸造毛坯合作项目。

长葛市坡胡
镇人民政府

王伟 17698019311 内资

100 铸造专业园区精密件加工项
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2 该项目1.2亿元，建设针对于铸造产业园区产品，按需进行
深度精密加工项目。

长葛市坡胡
镇人民政府

王伟 17698019311 内资

101
河南鹏帆实业有限公司物流

产业项目
物流 合资 1.1

洽谈引进成熟物流企业，主要服务于长葛市周边建筑材料及
铸造专业园区原料、产品等物流运输工作。

长葛市坡胡
镇人民政府

王伟 17698019311 内资

102 高端人才公寓项目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合作 7

建设以长葛市产业集聚区高层次人才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寓
及配套设施。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现有高新技术企业32家、国
家级或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等研发平台68个，从业人员6万余人。
为更好的引进人才、留住人才，谋划建设高层次人才配套居
住公寓。

长葛市产业
集聚区特色

商业园区
周瑞 15893765096 外资

103 空港电商园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合作 3
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与民营企业总部基地，总建筑面积约10
万平方米。

许昌开疆商
业开发有限

公司
侯先生 18039999599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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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产30万立方秸秆人造板项
目

装备制造 独资 7.5

年产30万立方秸秆人造板项目，计划总投资7亿元，占地260
亩，建设储料间、切料间、生产车间、贴面车间、仓库、办
公场所等，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建设工期为6个月。项目建
成后，年产无酫秸秆人造板30万立方米，年产值8亿元，税
收4000万元，安置就业500人。

襄城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姜二兵 15393795555 内资

105 皮形整理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4.5
占地125亩，规划建设6栋标准化厂房，建设面积10万平方米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年加工羊皮1500万张，实现年产
值6亿元，年税收2500万元以上，安排就业1000人。

襄城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王旭升 13938907556 内资

106 成品家具生产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15
总投资15亿元，占地300亩，引进3家国内知名成品家具生产
企业入驻，项目全部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42亿元，税收4
亿元以上，安置就业1000人。

襄城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姜二兵 15393795555 内资

107 许昌金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1GW电池组件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3 在金萌公司院内新建17100平米厂房，新上2条光伏组件生产
线

襄城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郭克举 15836540088 内资

108
许昌天陆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7亿Wh锂电池项目
电子制造 独资 1.5

总投资1.5亿元，计划新上2条生产线，可年产7亿Wh锂电
池，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1亿元，税收100万以上，安置就
业200人。

襄城县产业
集聚区管委

会
姜二兵 15393795555 内资

109 年产40吨OLED新材料 装备制造 独资 1.1

租用3888平方厂房及办公用房，项目生产规模为年产10吨光
电材料中间体9-溴蒽，10吨光电材料中间体2-溴芴酮，10吨
光电材料中间体9-（4-溴苯基）蒽和10吨光电材料中间体3-
溴-9-（4-联苯基）咔唑。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利用现有
厂房构建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原料仓库、成品仓库、生
产设备、环保设备、安全设施、公用工程设备。 主要购置
设备包括合成工序、纯化工序、回收工序等各工序生产设备
。

襄城县湛北
乡

任欢欢 13938919933 内资

110

河南阔江高分子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年产5000吨医药（中间体）
、新型电子封装材料等专用

精细化工产品

化工 合资 3.3

项目建设周期24个月，从2021年7月-2023年6月，一期工程
18个月，主要建设研发办公楼、实验楼、对硝基苯酚钠生产
车间、4,4-二硝基二苯醚生产车间、原材料仓库、成品仓库
、固废储存库、门卫室等，满足对硝基苯酚钠和4,4-二硝基
二苯醚生产要求；二期工程6个月，主要进行厂区基础设施
完善以及4,4'-二氨基二苯醚生产车间建设。

襄城县应急
管理局

师自范 1378233909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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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浙江上善电气有限公司电子

配件生产项目
电子制造 独资 1

电子配件、用电保护器等电子元件的生产线建设，总投资
1.2亿，一期投资4000万元，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

襄城县双庙
乡

杨圣楠 17630146938 内资

112 河南紫凌涂料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12000吨水性涂料

化工 独资 1.1

租赁黄洋铜业工业园厂房办公楼一栋，建设项目生产的水性
涂料包括水性外墙乳胶漆,水性内墙乳胶漆,水性钢构防腐漆
和真石漆、刮砂涂料等质感涂料等生产线，其生产工艺过程
均相同,不同的是各类涂料的原料配方不同,水性涂料均在同
一车间内生产,利用车间内各设备轮流生产,每种涂料生产完
毕后需利用水对各设备进行清洗,清洗水溶液装于桶中,待下
次生产同种水性涂料时加入其中再次利用。

襄城县双庙
乡

杨圣楠 17630146938 内资

113 硅凝胶太阳能组件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6 硅凝胶太阳能组件、硅凝胶注胶机智能制造，用工规模200
人

襄城县汾陈
镇

范鹏飞 18697376666 外资

114 麦岭镇鞋业产业园 轻工 独资 3 项目占地104亩，投资3亿元。建设包含麦岭镇鞋业产业园土
地、厂房、道路、配到基础设施等内容

襄城县麦岭
镇

刘长宽 17720829118 内资

115 襄城县益商仓储有限公司 物流 独资 1.2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轻
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项目建成后，
年增加当地就业200多人，增加税收收入350万元。

襄城县库庄
镇

赵柯炎 13782250385 内资

116 生物天然气示范项目
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

独资 1.8
一期拟计划建设一座日产15000立方米的生物天然气示范项
目，以处理畜禽粪污及秸秆为主

襄城县库庄
镇

赵柯炎 13782250385 内资

117 田园综合体项目
农、林、
牧、渔业

独资 2.7

库庄镇8000亩高标准现代化农田建设，可建成含游客观光大
棚，高效农业大棚，高效田园综合体等一系列壮大农村集体
收入的项目，并建成高标准冷库等可使广大村民受益的农村
基础设施项目。

襄城县库庄
镇

赵柯炎 13782250385 内资

118 腾飞建筑装备一体化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2

项目占地约185.05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1.5万㎡，其中标准
化厂房11.15万㎡，配套办公楼宿舍等建筑面积约3500平方
米。项目规划有2条装配构件生产线，2条配套预商砼生产
线，1条沥青生产线、2条水稳生产线。项目总投资约5亿
元，基地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亿元，可为当地带来
税收5000万元每年，用工规模可达200人。

襄城县库庄
镇

赵柯炎 13782250385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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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紫云红叶”
荒山绿化项目

农、林、
牧、渔业

合作 1.5

经过土壤改良后可以种植叶色美丽的红叶黄栌，初春鲜嫩的
红色，娇鲜欲滴，春夏之交，叶色红而亮丽；至盛夏时节，
树体下部叶片转为绿色，顶梢新生叶片始终为深红色，远看
彩色缤纷；入秋之后整体叶色又逐渐转变为深红色，秋霜过
后，叶色更加红艳美丽；入冬前叶片挂树时间长，观景时间
更长，和“紫云红叶”相映成趣，跟“紫云山森林公园”融为一
体，重现“紫气东来”的蔚然景观，达到“香山红叶现襄城”，
观叶何须到香山的景观效果。

襄城县自然
资源局

尹晓军 13937407717 内资

120 薯品汇（襄城县）现代农业
产业园

绿色食品
制造

独资 2.8

1.电商物流园：园区将建成仓储加工区、展销交易区、物流
服务区、生活办公配套区等四大功能为一体的专业化园区。
2.窖藏分拣中心：分拣中心规划建设面积120亩，建造红薯
窖2.4万平方米，其中传统窖20个，保鲜库100个，每个红薯
窖均能储存40万斤红薯，可一次性储存4800万斤红薯。
3.红薯、大豆种植基地：在现有基础上通过产业园的落地，
引导品种规模上台阶，以市场导向引领种植品种规模的合理
化、效益最大化，使增收增产让利于民。
4、特色农业产业观光游：利用襄城县以及王洛镇特色文旅
资源打造红薯、大豆等种植生态观路线，规划建设红薯、大
豆为特色的特色农业产业观光游

襄城县王洛
镇

王利明 19836112086 内资

121 年产80万双运动休闲鞋项目 轻工 独资 1

该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13100平方米，包含生产厂房、材料
库、成品库、餐厅及其他生产辅助设施；产品从设计、冲裁
、针车、成型、包装整套流程。主要采购裁断机、针车、成
型机等设备。

襄城县颍回
镇

井腾龙 18839981879 内资

122 年产40万吨己内酰胺项目
尼龙新材

料
合作 20

项目总投资20亿元，占地150亩，新建一套40万吨/年己内酰
胺装置，该装置以环己酮、氨、双氧水为原料生产己内酰胺
产品、副产硫铵，包含生产主要工段：环己酮氨肟化溶剂重
排工段、己内酰胺精制工段、硫铵工段。己内酰胺是有机化
工原料，主要用途是通过聚合生成聚酰胺切片(通常叫尼龙-
6切片，或锦纶-6切片)，可进一步加工成锦纶纤维、工程塑
料、塑料薄膜，达产后产值40亿元，税收2亿元。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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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河南硅烷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00吨半导体硅材料项目

化工 合作 3.133

项目总投资 3.13亿元，占地105亩，建设年产500吨高纯多晶
硅（其中：区熔级多晶硅60%，其它为电子级多晶硅），高
纯多晶硅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等新能源产业上。项目建
成后预计产值可达2.1亿元，安置就业65人。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贾鹏 15093787527 内资

124
河南硅烷科技有限公司装置

冷氢化系统技改项目
化工 合作 1.9412

项目总投资2亿元，对现有600吨/年硅烷装置冷氢化系统进
行改建升级，建设流化床反应器、硅粉干燥器、换热机、机
泵等设施，项目建成后2600吨/年硅烷的产能不变。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贾鹏 15093787528 内资

125 河南硅烷科技有限公司中间
体储存设施项目

化工 合作 0.52315 新建三滤氢硅、四氯化硅罐组各一座，主要设备有汽车装卸
站台、三氯氢硅罐组，四氯化硅罐组和泵。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贾鹏 15093787529 内资

126
河南首成新材料有限公司高
性能碳材料全流程试验室项

目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合作 1

项目总占地约7亩，实验室分煤焦油深加工和负极材料-锂电
池两个研究室，下设煤焦油、沥青、焦类研究中试中心、负
极材料-锂电池研究中试中心、分析检测中心。项目建成
后，能实现集团新能源新材料板块的快速检测和评价工作，
改善和提高在材料性能评测不完善、产品应用研究不足的短
板，解决平煤集团公司在新材料板块产业升级中卡脖子的关
键技术难题。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刘  杰 17639039320 内资

127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危

化品铁路专用线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1

该项目是园区重要外部配套设施项目，是整个园区危化品的
重要运输方式，是整个园区的正常生产运营及发展壮大的基
础和前提。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28 年产40万吨双氧水项目
尼龙新材

料
合作 6

占地120亩，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4亿元，拟选址位于亮源焦
化、斯维科技院内。项目以首山化工副产品氢气为原料，建
设蒽醌法钯触媒流化床氢化工艺年产40万吨35%双氧水装置
、3万吨/年电子级双氧水装置及辅助生产装置。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29
江苏泰州衡川新能源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高性能湿法隔膜

项目
电子制造 合作 15

计划总投资15亿元，一期计划建设年产6亿平方米锂离子电
池湿法隔膜生产线。该项目是自主设计业内最先进的大宽幅
（为目前宽幅两倍）、高速（为目前速度两倍）成套生产
线，委托进口厂商加工制造、生产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湿法
隔膜，产品是应用于锂电池中的关键内部组件。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年产值18亿元，税收5亿元，安置就业200人。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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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河南首恒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25万吨环己酮项目
尼龙新材

料
合作 13

占地约150亩，主要建设环己醇装置、环己酮装置、循环水
站，变配电站。年产25万吨环己酮、4.4万吨环己烷。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31
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4800万平方光伏轻质基

板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作 15

总投资15亿元，建设一条年产4800万平方米太阳能光伏轻质
基板生产线，配套建设钢化镀膜线，年产钢化镀膜4800万平
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值10.6亿元，税收1.14亿元，安
置就业500人。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32
河南正赢新能源有限公司年
产30万吨残废油重生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作 1.5
主要建设残油回收站、残油处理站、残油储存站、残油重生
生产基地和残油重生研究基地。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33
河南省襄恒化工产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共享工厂一期项目

装备制造 合作 2.5
占地约252亩，主要建设成品仓库、原料仓库、智能化生产
厂房、综合办公楼、智能食堂、污水处理系统、导热油炉、
罐区、蒸汽锅炉等配套设施。

襄城县循环
经济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于新功 13525397949 内资

134 恒盛科技园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0 总投资约10亿元，用地100亩，主要投资恒盛科技园及地产

项目。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35 半导体产业园项目 电子制造 独资 3
在我区建设半导体产业园，将会员企业引至我区投资建厂，
未来将能与鲲鹏产业紧密对接。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36 电气生产项目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独资 5
整体搬迁到我区，生产配电柜、高低压电器设备、快速充电
桩项目等。借助我区电力装备销售渠道，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37 许昌记忆文创街区项目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独资 1.2

基于老烟丝厂原有工业遗存的结构特征和建筑文化，进行二
次设计和改造，其改造完成后整个街区包含文创研学、酒吧
美食、旅游民宿、绿地公园、创客空间、艺术家村、文创街
区等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38 中城投大数据智慧物流产业
园项目

物流 独资 10

中城投（许昌）物流智慧大数据产业园整体规划约135亩，
选址在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与永昌西路交口西北角。规划总
建筑面积不低于10.8万㎡，容积率大于1.2（具体以供地指标
及最终规划设计方案为准），建筑密度大于60%，绿地率小
于等于20%。总投资约10亿元。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土地
性质为物流用地。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39 万容科技固废资源化设备制
造及综合利用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资 18

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集无废城市环保装备制造
与技术研究、宣传展示于一体的产业环保装备制造示范基地
以及工废、危废及医疗废物的收集与资源化综合利用基地。
年产800套有机固废热解装备，600套废钢铁及废弃电子电器
拆解装备。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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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微光夜视基地项目 智能装备 合作 10

双方合作在三水路以东、河景街以南、劳动路以西、规划道
路以北地块（用地性质M0，即新型产业用地），面积约200
亩（具体以批准的控规面积为准），建设年产15万支像增强
器和CMOS图像芯片生产线及配套研发中心、办公及居住等
设施，总投资10亿元，达产后年产值可达50亿元，实现利润
15亿元，综合税收5亿元。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1 曹操兵营项目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独资 0

曹丞相府及配套设施用地（共计60余亩），曹魏古城线上运
营，曹操兵营开发建设。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2 卓联企业总部项目
新型显示
和智能终

端
独资 0 生产2D以及3D柔性玻璃基材和防静电（ESD）包装材料。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3 大数据治理项目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合作 0 基于“织网工程”大数据平台，建成统一的决策分析应用支撑

平台，教育，卫生，民政，住建等部门，逐步开展便民服务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4 智慧园区、中部区域总部项
目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合作 0 致力于建设为电信运营商、政府、电力等多个行业部门及企
业提供通信设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5 建设生命科学中心项目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独资 5

建设生命科学中心（生命方舟）项目、朗谷医疗临床研究中

心、城市/旅居生命谷项目等。并与三甲医院合作开展干细
胞治疗技术。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6
机动车检测设备研发生产中

部区域总部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0

安车检测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全系列在用机动车检测系统
、联网监管系统、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系统、环境监测系统、
整车厂新车下线检测系统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7 跨境贸易中部区域项目
其他服务

业
0 建设魏都区跨境贸易中部区域项目。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8 奶茶基料智能生产线项目
绿色食品

制造
独资 0 润晟国际公司主要生产奶茶基料、原材料加工、销售、进出

口贸易等业务，年产值可达20亿到100亿元。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49 灵活用工平台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0

拟引进好活科技灵活用工平台，推进中联即送等数字经济平
台企业涉及的个体工商户集群注册、税收协同监管等方面问
题解决，通过共建大数据协同治理平台，实现对共享经济新
业态协同治理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50 联东U谷国际企业港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0

在我区建设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用地性质工业用地约
100亩，投资总额约10亿元，正在寻址。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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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智能管道机器人项目 智能装备 独资 0
在智能管道机器人板块的落地、中部区域总部、综合管理网
格员培训学校的建立、产业投资资本的投入等多层次多领域
进行商讨。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52 魏都区产业物联网总部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0

建设“魏都区产业物联网总部”，依托产业物联网平台，打造
智慧产业园区，通过大数据产业招商平台，帮助地方产业补
链。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53 高温等离子飞灰资源化利用
及装备制造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资 0

项目拟在旺能电厂西侧征地180亩，建设总规模60000吨/年
高温等离子飞灰熔融配套喷丝生产线及高温等离子熔融成套
设备制造项目，总投资5亿元。等离子飞灰熔融配套喷丝生
产线用地80亩，投资2亿元，一期建设100吨/天高温等离子
熔融配套喷丝生产线（30000吨/年），年实现销售收入7500
万元，二期建设规模100吨/天；高温等离子熔融成套设备的
制造项目用地100亩，投资3亿元，规划建设年产50套高温等
离子熔融成套设备的生产线，年产值可达70亿元。

魏都区商务
局

王松广 2335121

154 魏都高新技术产业园二期 独资 2
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多层标准化厂房及职工餐
厅、公寓等配套设施。

魏都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徐猛 13733687779

155 北京怀柔科学城许昌中航产
业园

智能装备 合资 25

北京怀柔科学城许昌中航产业园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引
进北京怀柔雁栖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外转移的高端装备、新能
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建设配套道路、管网、电
力、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打造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产
业转移承接地。

魏都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徐猛 13733687779

156 许昌（魏都）新材料产业园
节能环保

装备
合资 16

该项目占地450亩，主要建设国家阻燃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许昌）中心、国家阻燃材料与制品质量监督检验（许昌）
中心、北京理工大学河南阻燃材料研究院，引进新材料技术
研发及制造企业40-50家，设立技术成果转化基地、院士工
作站、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吸引全球新材料高新技术、高级
人才、优秀产品及企业入驻园区。

魏都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徐猛 13733687779

157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0 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多层标准化厂房、研发中

心、展厅、活动中心以及相关配套设施。
魏都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

徐猛 13733687779 内资

158 信创技术适配中心及人才培
训中心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合作 0.3

1、建设信创环境下服务端、桌面端软硬件产品适配测试中
心；2、建设将信创适配实施工作能力转移至用户的培训中
心

河南联合信
创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

王传君 13810224970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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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一网统管平台及全国网格员

培训中心与展示中心

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

务业
独资 0.01

目前已硬件投入100万，按照公司发展规划，河南数字智通
在成立的第一个自然年内完成年营收过亿，成为魏都区的双
软高新技术企业。

河南数字智
通科技有限

公司
陶磊 13098888566 内资

160 节能环保装备和服务产业园
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30 大力培育环保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努力创建中西部地
区最具影响力的节能环保装备类和环保服务类项目。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1 电子信息全产业链招商项目 电子制造 合作 20
建安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围绕黄河鲲鹏项目招引上下游产业链
项目，并以此推动电子信息全产业链的发展，培育在中原地
区有影响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2 食品加工生产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5

整合腐竹产业资源优势，巩固中国地理标志品牌优势，实现
腐竹产业的再振兴；依托我区特色农业优势，招引农产品加
工、蔬菜加工、食用菌加工、食品、饮品等农产品精深加工
企业入驻；加快食品包装项目入驻，实现食品包装产业规模
化、系列化，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集群。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3 医药化工产业招商项目
卫生和社
会工作

合作 5
招引高效、安全、技术密集型的精细化工类产业项目、医药
中间体。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4 多式联运物流港项目 物流 合作 35

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综合物流港用地1242.5亩，建设5条
铁路专用线及配套货场（投资6.77亿元）。二期建设海关保
税区B型（公共型），海关、商检进出关办理大厅，冷链物
流区、供应链功能区、出口加工区、金融服务区、货物中转
集散区、定制仓储区。三期建设公路港分拨区、新能源集卡
汽车研发区、汽车充电功能区、物流服务企业孵化区、口岸
员工配套商住区、总部经济区。项目建成后将形成至少300
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100万吨散装货物输送能力，可为许
昌市每年创造上亿元利税、提供就业岗位10000个以上。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5 发制品产业链招商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10

引进发制品关联企业入驻，壮大产业集群规模；积极引进基
金、电商、物流项目，精准破解发制品产业难题，巩固发制
品行业的龙头地位。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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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传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智能装备 合作 50

传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规划总占地1200亩，总建筑面积60万
平方米，计划投资50亿元，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占地
300亩，计划投资10亿元，主要建设32条等速驱动轴生产线
、喷涂、总装等生产线，年产200万套乘用车等速驱动轴。
二期占地450亩，计划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研发中心、人
才培训中心、传动轴测试中心和300条智能化生产线、20条
智能热处理生产线、4条N11TF生产线。三期占地450亩，计
划总投资20亿元，主要建设年产20万吨精密智能锻造、热处
理生产线和3万吨制管生产线。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非等速传动轴生产基地，可实现年产值100亿元，
利税20亿元。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7 5G通讯跳线生产线、准直器
+PD生产线、WDM生产线

电子制造 独资 2

计划入驻电子产业园，占地面积占地约3452.25平方米，建
设年产1800万套5G通讯跳线生产线、600万套准直器+PD生
产线、420万套WDM生产线3200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
满负荷生产情况下，年生产光纤跳线1800万套、600万套准
直器+PD和420万套WDM系列产品，总用工达到400人，年
产值接近1.5亿元，可实现税收500万。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8 电子光电模块项目 电子制造 独资 2

产品主要包括：手机摄像头、视频会议摄像头、支付扫描设
备摄像头、智能家居安防摄像头、人脸识别双用摄像头、智
能终端产品（人脸识别终端产品、儿童手表、学生证、识别
产品）等。产线满负荷运转情况下，预计年产值8000万元，
实现税收15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50人。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69

空气分布设备、空气洁净设
备、恒温恒湿空调设备、风
量控制设备、防火设备生产

线

电力、热
力生产和
供应业

合资 2

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维修机械
设备；零售机械设备，选址面积25亩，建设空气分布设备、
空气洁净设备、恒温恒湿空调设备、风量控制设备、防火设
备生产线。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0 农村污水处理项目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合作 2
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年生产膜箱4000套，年产过滤材料
100万平方米，预计年销售收入100亿元。项目分期投资，第
一期投资5000万元，年产膜箱1000套。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1
光通信生产、研发等产业化

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2

主要产品覆盖光通信应用系列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数
通光引擎，以及10G—200Gb/s的各种TOSA、ROSA、BOSA
光器件、COB、HDMI光引擎。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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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许昌跨境电商产业带基地仓
项目项目

物流 合资 5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跨境电商园区，共分为两期投
资，一期项目占地面积10000㎡，投资预计1000万元；二期
项目占地面积30000㎡，全智能仓储设备，一期：建设智能
分拣设备、智能化可视化平台，将部署实施视频监控系统与
动态读码设备、菜鸟WMS仓储管理系统、跨境电商ERP系
统，搭建发制品产业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年度库存量货值10
亿美金。预计出口额：1.5亿美金（近10亿人民币）。
二期：计划建设全智能仓储和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园区仓储
扩容约4万平米。采用全自动现代化的物流仓设备，重点打
造货到人，自动拣选，透明仓库，大数据平台，智慧物流分
拨调配等，预算投入金额3000万，将全球速卖通（许昌）全
球中心仓打造成高度信息化、高度智能化国家级跨境电商国
际物流分拨中心。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3 主板设计与研发、结构件生
产项目

电子制造 独资 8

主要生产台式机、笔记本、一体机、移动终端主板，并为
Intel、Qualcomm、AMD、MTK、Rockchip等公司提供主板
方案。产品线涵盖电子数码、家用PC、零售、金融、工控
、服务器、大数据、人工智能8大领域。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4
ETC智能系统研发和运营、

设备生产项目
电子制造 合作 5

主要从事ETC智能收费系统研发和项目运营，并从事设备生
产。围绕车、路、城、场，为运营单位、企业、终端用户提
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为客户专业提供高品质、快速响应和
一站式的物联网与智能交通系统前端产品与解决方案定制开
发与专业制造服务。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5 显卡及存储设备生产线建设
项目

电子制造 合作 5

建设拥有显卡生产线，SMT生产线，产品主要包括：网络通
信系统设备、数据通信应用系统设备；通讯设备、光通讯产
品、存储类产品及相关产品和组件、电脑电视盒、机顶盒、
计算机板卡；电子元器件、通讯器材、电子产品、机电设备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6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许昌中转

场建设项目
物流 独资 3

占地规模12000平方米。该项目解决许昌市区、禹州、襄县
、鄢陵县级市的快件集散货，日均可处理件量200000票，提
升了许昌周边的快件中转时效。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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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传动轴零部件生产线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5
新建2栋厂房，新建薄壁钢管生产线2条、金加工生产线4条
、热处理生产线4条，年产5万吨汽车传动轴零部件、15万吨
薄壁钢管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8 5G智慧塔及配套项目 5G 独资 2

位于许昌市四方电力器材有限公司院内，占地面积15亩，总
建设面积8000平方米，主要建设生产车间、办公楼及其他附
属设备等，新建2条智慧塔智能化生产线，年产智慧塔5000
套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79 年产22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
加剂项目

建筑业 独资 1 项目拟入驻位精细化工园区，主要建设车间、办公楼，年产
22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0 芯片封装量产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9.7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1、项目
简述：该项目计划租赁厂房 18000 平方米，预 计总投资 9.7 
亿元，其中生产设备 6.8 亿，厂房、装修和其他 2.2 亿，流
动资金投入 0.7 亿。 2、建设内容：项目计划 5 年内建成 8 
条封装产线，其 中 3 条 FcBGA 产线，共计年产 900 万颗；
1 条陶封产线，年 产 200 万颗；2 条 FBGA 产线，共计年产 
5000 万颗；2 条 FcCSP/FcLGA 产线，共计年产 6000 万颗
。建成投产后，将 实现产值超 10 亿，成为国内专用最大规
模高端封测生产基地，在国产 CPU、GPU、FPGA、DSP、
ADC 以及衍生 SiP 产品 封装领域成为专业服务平台，满足
正真意义上的自主国产化 制造要求。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1 显卡生产线、MT生产线建
设项目

电子制造 合作 2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建设拥有
显卡生产线，SMT生产线，借助河南产业基地降低用工成本
、资金成本，实现小米、海康威视、大华、比特大陆等客户
产品生产线的迁移。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2 生物科技研发、生物产品生
产、水处理项目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合作 3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环保装备和服务产业园区，主
要从事生物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投资项目五年内
累计总投资约3亿元人民币，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拟定5000万
元，将于产业园内建成办公、研发楼及厂房。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3
FRP防腐风机、PP塑料废气

净化设备、钢制除臭除
烟生产线项目

节能环保
装备

合作 3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环保装备和服务产业园区，拟
定10000平方厂房面积规划，先进生产设备三条线，包括玻
璃钢风机生产线，废气治理设备生产线，污水治理设备生产
线等。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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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直饮水设备生产线项目
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独资 3

意向落地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装备和服务产业园，主要建设
内容：一、厂房：建设3万平米规模以上厂房；二、建设2个
无尘生产车间，包括终端净水器生产无尘车间1个、绿色医
疗全水系生产专用无尘车间1个；三、建设多功能展厅1个不
少于5000平方米；建设办公用场地不低于2000平方米。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5 生物质综合利用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1.3 首期建设一条年产10万吨生物质颗粒生产线。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6 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
农、林、
牧、渔业

独资 4.5
打造以“高效生产、科技示范、智慧控制、三产融合”为特色
的许昌模式，培育打造智能设施农业、智能装备、现代种业
等产业集群。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7 大宗工业废弃物可再生资源
综合利用示范产业园

建筑业 独资 3.8 占地100亩，年产骨料120万吨、干粉砂浆50万吨，商砼60万
吨，透水砖300万块等。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8
年产100万平方米墙体保温

材料项目
建筑业 独资 2.2

项目位于建安区汉风路与尚集街交叉口向东50米路东。该项
目占地5000平方米，建设2条生产线，主要生产工艺：将含
有防火材料的聚合物干混砂浆家22.5%的水，防入专用的密
闭搅拌机内调成膏状（有机成分为0.1,防火等级为A级），
再经专用设备将膏状物均匀地敷在EPS板的表面（EPS板的
厚度按建筑节能设计要求），敷面层的厚度为2mm，刮平、
压实后放在专用晾架上，自然晾干即成为敷面EPS板。主要
设备：敷面一体机、叉车。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89 年产10万台套耕整地机械智
能总装线项目

智能装备 独资 4 建设12条耕整地机械总装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台套各种
型号旋耕机、旋耕播种机、免耕播种机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90 大王寨古寨开发项目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合作 2.6

占地4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9765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53356平方米，地下建筑20400平方米，建筑密度30%。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91 北海龙城商业综合体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合作 10

位于新元大道南侧，占地52亩，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
主要建设1栋四层裙房商业街、2栋公寓写字楼和1栋办公楼

建安区商务
局

朱智勇 15603746366 内资

192 文化艺术中心项目
文化、体
育和娱乐

业
合资 13

项目位于示范区芙蓉湖湖心岛上，占地面积66.9亩，由大剧
场 、小剧场、电影院、美术馆、群艺馆、图书馆、文化创
意空间体验馆、配套服务和公共空间等组成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杨蕊菡 0374-3379988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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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芙蓉湖周边商业综合体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10

项目位于文峰北路以东、永兴西路以南、宏腾路以北，用地
性质为商服用地，该项目定位为商业和住宅综合开发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陈晨 0374-3379988 内资

194 智慧信息化产业园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15

项目位于中原电气谷核心区，占地约122亩，重点拟引进智
能终端、新型显示、计算机及网络设备、云计算、物联网、
高端软件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入驻，打造国际电子信息产
业基地。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195 “双创”基地产业园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9

项目位于中原电气谷核心区，规划占地约127亩，拟引进高
新科技研发及创新型企业开展合作。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196 中德中小企业服务中心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3

项目位于中原电气谷核心区，建筑面积4万平方，拟引进有
对德合作意向的科创孵化类、平台支撑类企业入驻。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武娜 0374-3379966 外资

197 德国城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4.6

该项目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商务中心区内，由示范
区主导实施，拟聘请专业团队同步开展招商运营工作。划占
地面积2.7万平方米，建设有商业楼宇、专家人才公寓、商
务办公楼等，规划有德国企业服务中心、德国产业展示中心
、纯正德国餐厅以及生活超市、电影院、进口商品超市、企
业年会服务等多项功能，呈现原汁原味的德式商业氛围，满
足在许外资人员的生活需求。项目建成后，重点引进关联企
业开展合作。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武娜 0374-3379966 外资

198 中德高新技术产业园 电子制造 合资 25

该项目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占地约467亩，总投
资约25亿元，依据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主导产业定位，
即电力电气装备、电子电气、信息通讯、智能装备等，着力
打造中国制造与德国工业4.0结合的园区平台。拟引进与电
力、电子、通讯、智能装备相关企业入驻。

福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外资

199 许昌黄河鲲鹏产业链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10

该项目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全力打造基于鲲鹏
处理器的河南自有品牌黄河牌计算产品，规划建设了许继生
产基地、电子科技产业园、智慧信息产业园3个综合园区，
分别赋予生产基地、供应链和物流中心、服务和培训中心的
功能。拟引进与服务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马启新 0374-3376633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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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装备制造 合资 10
该项目占地面积379亩， 计划总投资约10亿元，重点 引进智
能化装备制造、电力 电气装备制造等相关企业， 打造集设
计、研发、生产、 服务一体的高端制造产业集 群。

许昌新区投
资有限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01 5G创新应用产业园 装备制造 合资 15

该项目位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项目建设用地251
亩，规划建筑面积30余万平方米，总投资额达15亿元。本项
目依托中原电气谷拟建设中原地区智能装备、机器人、电子
信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积极顺应中原电器谷智能化装备
发展趋势，建成以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装备制造业基
地。项目内设计建设的有标准化厂房、科研办公楼、配套公
寓等，各类功能区及附属设施齐全，可打造涵盖中小企业创
新孵化、总部独栋、高端制造业等业态的综合型产业集群。

许昌华晟实
业有限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02 许昌传动轴产业链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5

该项目位于许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依托已有传动轴相关
企业为基础，拟投资约5亿元，规划建设以传动轴制造上下
游产业链，以及相关延伸产业为核心，集研发，制造，销售
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03 许昌电气装备产业园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0

该项目计划投资约10亿元，依据许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主导
产业定位，着力引入以仪器仪表，智能装备，电气设备等为
核心的相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综合性的制造业产
业集群。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04 轻轨芙蓉站商业综合体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0

该项目占地约200亩，位于魏文路以东、永兴东路以北、魏
武大道以西，拟规划建设集时尚购物中心、精品商业街区、
商务酒店、住宅等业态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融辉集团、
上海月星集
团、新城控
股集团、曲
江新欧鹏、
红星美凯龙
集团，上海

金地集团

杨蕊菡 0374-3379988 内资

205 联东U谷·许昌示范区国际科
技企业港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5

项目计划占地约100亩，在区域内打造以智能电力装备、智
能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研发成果转化和生产性
服务业为主 导的高新产业集聚区；以科技产业为核心、以
中试成果转 化为主要功能的国际科技生态园。

联东集团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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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中国·许昌昌晖路与隆泰路交

叉口加油站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1

该项目位于昌晖路与隆泰路交叉口西南角，占地9.77亩，为
商服二级用地，计划投资1亿元，主要建设加油加气充电站
3+1合建站

许昌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
区管理委员

会

陈晨 0374-3379988 内资

207
灵畅互动智慧大屏生产制造

项目

新型显示
和智能终

端
合资 5

公司专注于人机交互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计划在
河南建立生产基地，依托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优势、生产优势
、品牌优势，推动当地智慧教育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

深圳市灵畅
互动科技有

限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08 信息通信电子产品研发制造
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10
公司主要从事通讯产品、MC\PC主板、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项目计划在许昌建设信息通信电子产
品产业基地

信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09 便携式手持超声设备项目 生物医药 合资 1

项目计划在当地政府建设SOC 芯片及组装中央车间。预计
产能 1 万台以上时，年产值 1亿元，并以此带动上游供应商
（例如芯片，声头，模具等）在当地配套落地，完成上游产
业一体化。

北京亚医医
疗科技有限

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10 智能手持设备研发生产基地
项目

新型显示
和智能终

端
合资 2

公司主要专注移动便携终端的开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在电
力、自来水、燃气、图书、医药等公共事业，以及物流、零
售、仓储、物资管理等众多领域中广泛使用。项目方计划在
许昌建设公司三大系列产品制造基地。

北京振中电
子技术有限

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11 智能计量箱产业园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5
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规划占地90-95亩，项目建成后，将打
造全新的智能化生产线，预计年产值可达8亿元，年税收
4000万元左右。

河南瑞尔电
气股份有限

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12 安时领航固态 A 系列电池工
厂项目

新能源网
联及汽车

合资 40

项目总体规划占地约 108 亩，主要建设 1 条领航固态电池生
产线及 研发中心，总建筑面积 69285 ㎡，其中包括综合楼 
22000 ㎡，车间 18396 ㎡、展示区 7020 ㎡，道路、绿化及
其它办公配套等 21869 ㎡。 本项目11个月内建设总体目
标： 建设1条领航固态电池生产线，其建设和投产期约11个
月。

领航国创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13
金刚石单晶制备与产业应用

项目
先进金属
材料制造

合资 1.5

项目计划通过建立多座金刚石单晶制备的生产机组形成工
厂，产品规划横跨珠宝消费、工业应用（高端刀具热沉、窗
口材料）、大尺寸电子级金刚石晶圆。一期项目分两个阶段
分别实施，第一阶段先上20台套长晶炉，需求资金5000万
元，资金解决方式为政府投入；第二阶段新增投资80台套的
产能，需求资金10000万元，资金解决的方式为机构投资及
政府投入。

北京清碳科
技有限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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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同方智科模计划芯片项目 电子制造 合资 1
项目计划研发和生产电池模计划芯片和自主可控小芯片，总
投资不低于10000万，预计建成后，年销售额约1-2亿元，前
五年预期总营业额不低于10亿元。

北京同方智
科科技有限

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15 数读科技项目 生物医药 合资 1

项目计划融资PreA轮1000万，A轮3000万，占用厂房面积约
3000平方，建立以 POCT便携式全自动核酸检测一体机为主
的生产线。预计项目完成5年后，达到年收入10亿元，并且
具备申报上市资格。

数读（郑
州）科技有

限公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16 中臣互联网大厦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25

项目计划投资2.5亿元，在芙蓉湖周边建设互联网行业标志
性大厦，引进互联网产业新业态落地，入驻项目达到30家以
上。

上海中臣快
递有限公司

陈晨 0374-3379988 内资

217 诚迈科技产业中心项目
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

合资 1

项目计划在许昌市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引进数字经济、人工
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为许昌市提供完善的智
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金融等解决方案，助力许昌市城市
管理、智慧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未来将联合更多的合作伙伴
在许昌市落地，建设人工智能产业园，引进智慧城市、人工
智能、机器人等产业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中原地区最大的数
字经济产业集聚区。

诚迈科技
（南京）股
份有限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18 阿凡达机器人产业项目
新一代人
工智能

合资 2

项目计划在许昌市打造全球顶级的机器人生产基地，研发生
产人形人工智能机器人、建设年产10万台各型机器人生产车
间，预计投资2亿元以上，将阿凡达机器人的部分生产线放
在许昌市，拉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上下游，促进许昌
市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

阿凡达（南
京）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

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内资

219 许昌市示范区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电力、热
力生产和
供应业

合资 1

项目计划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屋面安装分布式光伏发
电系统，分别利用深圳鼎晟（许昌）高新产业园及海关屋
面，深圳鼎晟（许昌）高新产业园屋面可安装光伏容量约
4800KW，根据园区用电负荷分期分批实施。海关屋面可安
装光伏容量约500KW。项目所发电量优先供厂房设备使
用，剩余电量上网。

南方电网综
合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内资

220 罗普阀业制造基地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2 项目计划投资建成国内中部生产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专业
从事执行器、自控阀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德国罗普阀
业

张浩然 0374-3376655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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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瑞士西诺瓦水导激光项目 装备制造 合资 1
项目计划建立中国研发中心，专注于半导体，钻石和金属工
业，通过水导激光技术，提供新材料切割方案和激光切割设
备。

瑞士西诺瓦
公司

姚莉 0374-3376655 外资

222 中德高职研究院项目 教育 合资 1

该项目由河南盛世恒信科技有限公司同德国莱宝公司合作，
依托河南盛世恒信多年从事职业教育、教学仪器研发的经
验，在许成立中德高职教育研究院，计划在教学资源、课程
开发、留学培训和师资培训等四个方面开展项目合作

德国莱宝公
司

张浩然 0374-3376655 外资

223 豫澳大湾区国际合作产业园
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资 3

许昌豫澳大湾区国际合作产业园项目由河南银港集团与澳门
飞万里集团联合投资，拟投资约３亿元，占地约100 亩，计
划在77＃-1地块建设。该园区主要围绕大健康产业，重点引
进中医药研发提取、保健品、医疗器械研发生产、科技孵化
、总部经济等项目。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外资

224 中国许昌全球跨境电商产业
集群项目

其他服务
业

独资 30

计划总投资30亿元左右，占地约300亩，建设许昌跨境电商
大厦、跨境电商钧瓷、假发全球采购中心、许昌跨境电商城
市线上综合服务平台、许昌跨境电商产业基金与供应链金融
、跨境电商全球仓配，跨境电商中欧班列，跨境电商空运包
机，跨境电商中欧卡航基地、打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中心、
跨境海外驻许昌办事中心、跨境国内仓配中心、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中心、跨境海外仓配中心；带动许昌市钧窑、假发产
业带，跨境电商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达100到300亿元，亩均纳
税30万左右。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外资

225 微型动力设备研发基地项目
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

务业
独资 3.6

微型动力设备研发基地项目是以建设微型高频电机研究院为
主，致力于微型电机、电动牙刷、航模发动机、游艇发动机
等动力设备的研发、生产、应用、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项目
。市场为导向，以不懈的技术创新和研发为驱动力，拥有自
身研究院与高端研发团队，掌握核心专利技术；以产品的营
销、研发为重点，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使科研实力化、营
销市场化，以稳定的优势化产品经营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确
保可持续发展。

发改局 朱芙莹 16713741539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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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5G超薄铜箔生产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68

项目需用地约500亩（具体以出让红线为准），计划总投资
68亿元，其中核心设备投资48亿元以上，拟引进全新进口
5G超薄铜箔生产线二十条及配套辅助等设备，所需资金全
部由企业自筹。投产后最终实现年销售收入132亿元以上，
年上缴税收10亿元以上（毛利85亿）。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外资

227 第五代5G光纤棒生产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84

项目需用地约1500亩（具体以出让红线为准），计划总投资
84亿元，其中核心设备投资60亿元以上，拟引进全新进口
5G光纤预制棒生产线二十条及配套辅助等设备，所需资金
全部由企业自筹。投产后最终实现年销售收入91亿元以上，
年上缴税收10亿元以上。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外资

228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
原研究院”项目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20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原研究院”项目依托中国检验检
疫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检科院”）在食品安全、生物安全
、消费品与化学品安全等领域基础和优势，围绕河南优势资
源和主导产业，重点在农业绿色防控、动物疫病防控、有机
农产品、农食产品质量与安全、工业与消费品安全、产品环
境健康、能源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装备、大数据中心等方面
落地项目，设立四大类平台：科技创新与研发中心、检验检
测与公共服务平台、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平台（投资平台）
、产品中试与生产平台。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内资

229 凯丰电气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3.12
计划建设半自动生产线4条。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
设厂房1栋，综合楼1栋。项目主要生产电器柜、电气设备配
件等。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内资

230 新型涂装材料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3.06
计划建设生产线12条，建设综合性生产线1条。总建筑面积
约2万平方米，建设厂房1栋。项目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新
型纳米涂装材料。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内资

231 智能仓储项目 物流 独资 3.26
项目计划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智能仓储物流产业模块。包含仓
储、进出库信息整合、智能装卸配送、运输信息传递、现代
物流信息服务及配套的相关设施。

经高公司 宋京辉 18903746191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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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开发区聚羚酸型减水剂项目 新型建材 独资 3.2

项目占地约50亩、计划投建30条自动化生产线以及相关的配
套设施设备，达到生产自动化、办公现代化、厂区环境园林
化的环保标杆工厂的要求，可安排80至100人就业，达到年
产聚羧酸母液90000吨，年产值三亿三千元人民币。税收：
890万元人民币 。

环保分局 王建军 13733616066 内资

233
中唐空铁集团空铁高端装备

制造基地项目
装备制造 独资 100

该项目占地约3500亩（以最终规划方案为准），分三期进行
建设：第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建设两段约3公里左右的旅
游、货运空铁试验线及相关配套设施。第二期,在完成一期
技术论证后,在一期1000亩产业园建设年产能600辆以上空铁
机车车辆厂、牵引供电(接触轨)设备制造厂及配套的办公、
研发、住宿、仓储等必要建筑设施。第三期占地约2500亩，
建设空铁配套产业。三期投资约80亿元，建成投产后3年内
空铁产品销售收入累计实现200亿元以上，之后每年销售收
入在100亿元以上，每年完成税利10亿元，并进入IPO上市辅
导期，最终形成市值超过千亿的上市公司集群。

发改局 邢允星 8581799 内资

234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乡村振
兴项目（北京东方园林控股

有限公司）

其他服务
业

合作 25

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人民币，项目范围内共16个行政村，分
别为：花园，三桥，黄庄，老寇庄，白庄，于楼，郑庄，营
孙，拳张，大路陈，高庄，郭桥，洼孙，长村刘，谢庄，干
戈李村等（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扩大范围），其中，龙湖街
道七个，长村张街道九个。
通过实施本合作项目，将该项目打造成集居住、乡村文化旅
游、产业园区、综合行政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
产业田园综合体。另，为配合开发区“全域规划，试点先行”
的要求，先行启动对于开发区辖区龙湖办事处、长村张办事
处下辖16个行政村的总体规划，并同时启动对于郑庄村的整
体优化改造。

法社局 蔡蓓 8581692 内资

235 集成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项
目

装备制造 独资 10

该项目由精工钢构集团公司投资，建集成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计划总投资约10亿元，用地约300亩，投产后年综合产
值达2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约４亿元，用地约１５０亩，达
产后年配套生产５０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产业相关部品部件
。二期结合市场需求，可再建约１００万平方/年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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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许昌铁路物流园项目 物流 独资 80

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具有综合施工能力的大型建筑
企业,是世界 500强企业一一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标杆企
业。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并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博士后工作站，由于卓越的管理和良好的信誉,公司成
为自铁道部2005年开展铁路信用评价以来,是近百家铁路施
工企业中获得 A 类企业次数最多的单位,多次荣获“全国优秀
施工企业”称号和“全国工程建设质量管理优秀企业”等称号
。

招商局 葛春明 18567319696 内资

237 天津医药集团生物医药产业
园项目

生物医药 合作 110

1.天津医药集团混改工作计划三月底前完成，上海实业集团
牵头成立的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原有的医药板
块，拟投资建设一个规模超百亿，产值力争千亿元的生物医
药园区，同时计划将天津医药集团在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
产业园投资的原料药项目迁移至新谋划的产业园区内。
2.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医药集团下属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企业发展，计划扩大缬氨酸产品的生产
规模，产能扩大后天津医药集团将在开发区打造三个全国单
项产品冠军（缬氨酸、硫酸新霉素、甜蜜素）。目前项目规
划等待集团审批。

发改局 邢允星 8581799 内资

238 宝能金融贸易中心 建筑业 合作 80

项目位于许东新城玉兰路以东，花都大道以北东城区D28#
和D34#宗地，总占地面积583.7亩（其中住宅449.7亩，商服
120亩，公园绿地14亩），开发总体量129.1万平方米，拟建
设开发商业写字楼及住宅

东城区招商
合作促进局

康学民 15738696777 内资

239 吾悦广场项目 建筑业 合作 30

拟建设建筑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高度约为99米的塔楼一
座，集大型购物中心、特色风情街区、精品生态居住区等于
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引领当地居民购物、餐饮、休闲、
娱乐、文化、教育等多重消费需求，着力打造许昌市一站式
购物体验新地标及建设高端住宅小区。

东城区招商
合作促进局

康学民 15738696777 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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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阿里（许昌）数字经济产业
园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合作 5

拟选址在许州路以西、南海街以北、陈庄街以南B19-3地
块，占地约80亩。项目建成投产后三年内，预计可引进线上
企业2000家以上，线下优质企50家以上，其中许昌市外企业
占比30%以上，数字新零售、创意设计、数字兴业、物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数字应用类企业占比95%以上
。正式运营三年后，预计实现年产值总额10亿元以上、年税
收总额3000万元以上，并提供1000个以上工作岗位。

东城区招商
合作促进局

康学民 15738696777 内资

241 清风路小学 教育 独资 2

项目位于位于D29#地块，天竺街以南、花都大道以北、占
地约90亩，拟建办学规模小学6级4轨24班、中学3级8轨
24班，建成后主要服务高速高铁以东、忠武路以西、莲城大
道以北区域，主要服务长村、邓庄安置小区及高铁站东广场
区域。

东城区招商
合作促进局

康学民 15738696777 内资

242 建工乐云计算项目
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

独资 1 立足河南辐射全国，新增大数据、云计算核心产品 “建工乐”
服务等作为新设项目公司主营产品。

东城区招商
合作促进局

康学民 15738696777 内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