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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

条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荣和置业有限公司决
定对荣和城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招标
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荣和城位于中牟县汽车产业聚
集区华阳路南、文汇街东、远航路北、文通路西。 项目总
占地面积 67029.8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30295.1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67440.53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为 62854 .57 平方米。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资信良好，且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
审。 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三、投标资
格预审方式：线下资格预审，线上报名。1、投标报名及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20 年 1 月 3 日 -2020 年 1 月 9
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中牟县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
理局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0371-62159302

招标人：郑州荣和置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3 日

A04-05开工大吉

国家超算郑州中心上半年建成投用
郑州5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涵盖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金融商贸、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燕 通讯员 李盼）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月2日上午，郑东新区举行
2020年第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4个项目集中
开工，总投资24亿元，2020年度计划投资14.2亿元。

网球中心提升郑州国际影响力
参与集中开工的项目位于龙湖、龙子湖、高铁站

中心区域，分别为：中原网球中心二期项目、创智天
地项目、大清生物产业孵化园项目、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郑州医院科研教学楼项目，涵盖了现代服务业、
民生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这批项目的开工是东区通
过项目的大带动，实现产业的大发展、经济的大跨
越、民生的大保障的重要举措，必将为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其中中原网球中心二期项目位于郑东新区东
四环以西，后贾东街以东，金水东路以南，学理路
以北区域。项目占地面积约151亩，总建筑面积约
3万平方米。建设主要内容为一个 5000座的主赛
场，一个 2000座的副赛场，4片 400座比赛场地及
室外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约5.7亿元。

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
快发展体育产业，既有利于丰富体育产品和服务
供给、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也有利于促进消费
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承办高级别、
高水平的国际网球赛事，有助于提升郑州城市知
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有助于向世界展示河南丰富

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崭新形象。作为承
办WTA郑州网球公开赛的主要场馆，建设好中原
网球中心二期工程，不但能够镀金中原地区的网
球事业和产业发展，而且能够提升郑州城市品质，
成为展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亮丽名片。

创智天地服务大数据创新等企业
智慧岛创智天地项目位于郑东新区中道东路

东、时埂街北，占地面积5843.6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2457.43平方米，总投资约4.2亿元。项目设计为1栋
塔楼，1至2层为配套商业，3层及以上均为办公写字楼，
以大数据创新、人工智能、科技研发等相关企业为服务
目标，包括中国电子、哈啰出行、腾讯海纳等一批企业意
向入驻。创智天地项目作为大数据产业园区重要的物
理与空间载体，按照大数据产业园区运营的思路，借助
智慧楼宇、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从物理空间
到产业集聚、创新要素集聚、金融服务深度接入，构建产
业生态圈，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融合良性发展。

今年谋划实施亿元以上重大项目482个
2020年，郑东新区共谋划实施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 482个，总投资 653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712
亿元，全年计划开工项目 180个，计划完成投资
730.4亿元。郑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以项
目建设高质量带动支撑强投资、稳增长，为实现
“东强”的城市功能布局奠定基础。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翠 通讯员
杨迎利） 1月2日，金水区2020年第一批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亿元的河南太极文化健康
产业园项目破土动工，打响了 2020年金水区重
大项目建设的“第一枪”。西韩砦城中村改造、姚
店堤开发区等项目也同日开工。

太极文化健康产业园引进企业200家
河南太极文化健康产业园项目位于金水

科教园区内，项目总投资 4 亿元，占地约 32
亩，总建筑面积约 85万平方米。主要从事健
康文化推广和生命理疗、健康云服务的产品
研发与应用。

该项目建成后，将引入国内行业领先健康产
业园区模式，建成集花园式办公、研发、运营、展
示功能于一体的低密度复合生态综合体。加大
招商工作力度，计划引进健康产业企业 200余
家，并设立一只健康产业发展基金，5年内形成
产业规模，具备集聚效应。

庙李街(索凌路—丰庆路)项目
庙李街（索凌路—丰庆路）位于金水区西部，

道路呈东西走向，为城市支路。本工程西起索凌
路，东至丰庆路，沿线与索凌路、普庆路、丰庆路
相交，全长 876.031米。索凌路、丰庆路为现状
路，普庆路为同期设计道路。

道路建成通车后，不仅有效缓解交通压力，
同时有效改善周围居民、商户的生活出行环境，
完善了金水交通路网结构，对区域城市发展提供
基础保障。

博远路(中方园路—文化北路)项目
博远路（中方园路—文化北路）位于金水区

北部，道路呈东西走向，为城市支路。本工程西
起中方园路，东至文化北路，全长 638.52米。沿
线与中方园路、小铺北路、陈寨街、文化北路道路
相交，其中中方园路、文化北路为现状道路，小铺
北路、陈寨街为规划道路。道路沿线主要为庙李
和陈寨安置区。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怡辰 蔺洋
通讯员 刘娇）惠济区 2020年第一批次集中开
工重点项目分别为惠济区新苑路小学新建项
目、惠济区兴隆铺小学新建项目。

惠济区新苑路小学新建项目拟占地面积
34067.02平方米（约51.1亩），计划新建总建筑面
积29789.59平方米（含地下建筑面积3941.97平方
米），主要建设教学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总投资15987万元，年度投资15987万元。项目建
成后将容纳48个教学班2000余名在校生。

惠济区兴隆铺小学新建项目拟占地面积
23478.68平方米，计划新建总建筑面积23560平
方米（含地下建筑面积 8000平方米），主要建设

教学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
12524万元，年度投资 12524万元。项目建成后
将容纳 36个教学班在校生 1600余人。项目的
实施不仅有利于改善办学环境，而且能大大提
高片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2019年惠济区项目建设捷报频传。宜家家
居投产运营，璀璨商务中心等 30个重点项目先
后开工，与浙江森禾等企业全面达成战略合作，
地铁2号线二期开通运营，重点项目的带动作用
持续增长，辖区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今年，惠济区共谋划实施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91个，总投资167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19亿元，
全年计划开工项目50个，计划完成投资110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范光华
通讯员 杨坤） 1月 2日，二七区集中开
工2个重大项目，总投资3.5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1.79亿元。

其中，郑州丰捷创新科技园项目为
总部经济，位于马寨产业集聚区，总建设
用地面积45亩，总投资30000万元，年度
计划投资15000万元；南溪路小学是美好

教育项目，由二七区政府投资建设，位于
南溪路与漓江路交叉口东北区域，总建
设用地面积 18亩，总投资 5796万元，年
度计划投资2900万元，计划2021年7月
底建成。投入使用后，将提供1200个优
质学位，极大缓解周边学校的入学压力。

按照全年的谋划安排，2020年，二
七区将全力推进总投资3900亿元的260

个重大建设项目，力争实现年度投资
630亿元、新开工项目 60个以上。一季
度，二七区还将陆续开工 11个总投资
47.1亿元的重大建设项目，力争实现项
目“开门红”。这些项目对标高端产业
辐射，竞争力强、成长性好、关联度高，
建成投用后，将为该区高质量发展注入
更加强劲的动力活力。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杨宇） 1月2日上午，航空港区2020年第一批集
中开工重大项目10个，涉及先进制造业、民生等
方面，总投资43亿多元。

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总投资 8亿元，为郑
州速达工业机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研发
及再制造基地项目和郑州煤机智能工作面科技
有限公司高端采煤设备制造项目，项目全部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 12亿元；民生和社会事
业项目5个，总投资24.45亿元，主要是郑州外国
语学校航空港校区、郑州回民中学航空港校区、

河东第二安置区2号地建设项目等；生态环保项
目2个，总投资2.5亿元，主要是思存路生态廊道
（梅河路—荆州路）工程、郑州航空港区综合公
园项目；基础设施项目 1个，总投资 3.4亿元，为
航空港区10座跨河桥梁项目。

2019年，航空港区推动了恒大新能源电池、
合众思壮、福建实达、安博仓储等一批具有影响
力、带动力和辐射力的重点项目。2020年，航空
港区按“南动”发展定位，初步谋划重点项目585
个，总投资 3425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607亿
元，申报省市重点项目78个，总投资2185.5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杨勇） 2020年，经开
区共安排实施重点建设项目 358个，其
中，新开工123个，续建项目235个，项目
总投资1549亿元。此次集中开工项目8
个，全部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业项目，
总投资50亿元。

此次以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

郑煤机液压支架关键零部件智能
制造生产线等省市重点项目为代
表的 8 个项目全面开工，标志着经
开区向先进制造业引领区迈上了
新的征程。

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通途医
药物流园、博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等项
目，对集聚生物医药生产、物流、销售产

业链条具有很好的带动作用；郑煤机液
压支架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长虹科创
产业园等项目，对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完
善科创平台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双汇
冷易通食品配套、航睿苑住房租赁、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滨河院区等项目，对提
升城市承载力、提高社会效益具有较强
的支撑作用。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赵东东 王晓宁）今年上街区共
谋划实施亿元以上重大项目63个，总投
资 45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3亿元。全
年计划开工项目32个，计划完成投资55
亿元。本次集中开工项目 2个，总投资

12.2亿元。
此次开工的郑州奥克斯科技城建设

项目总投资12亿元，总面积47.3万平方
米，主要为建设装备制造、新材料、医疗
器械、电子信息、环保科技等产业及相关
的配套服务产业。

当前，上街区正紧紧围绕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按照市委提出的“西部要
‘美’起来”目标，加快建设美丽上街，努
力为郑州市打造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贡献上街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占卿
张改华） 1月2日，中原区在中原华侨城
大匠之门项目现场举行 2020年第一批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此次集中开工
项目 2个，总投资 7.2亿元，年度计划完
成投资3亿元。

本次开工的康泰国际养老中心位于
站前大道西、昌达路南，紧邻轨道交通

14号线和 1号线铁炉站换乘站，与解放
军153医院东大门隔路相望。项目总投
资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5亿元，项目
占地面积约 2.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9万平方米，设计床位1000张，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集护理康复楼、老年公寓楼、养
老活动中心等为一体的医养结合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原地区规模较大、

设施完善的医养结合综合体项目。
大匠之门文化馆暨游客服务中心

项目位于中原西路与御马路交叉口东
南角，是中原华侨城落地中原新区的首
个单体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0.7万平
方米。

今年，中原区共谋划实施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101个，全年计划开工项目68个。

郑东新区

中原网球中心主赛场5000座

金水区 建太极文化健康产业园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薛璐
通讯员 邵理政） 1月 2日上午，新密市
2020年第一批重点项目在郑州医药专
修学院新校区建设工地举行集中开工
仪式。

2020年，新密市共谋划实施亿元以
上重大项目112个，总投资1803.2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20亿元。本次开工仪式
所在地郑州医药专修学院新校区，是省
级重点建设项目，分期投入12.5亿元，总

建筑面积 30万平方米，5年内打造河南
省唯一的“教、医、养”结合的中医康养基
地，将为新密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教育
科创高地、争创全国健康促进县（市）提
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姚辉常）1月
2日上午，中车郑州轨道交通装备基地配套
企业产业园标准化厂房二期工程项目开工。

中车郑州轨道交通装备基地配套企
业产业园标准化厂房二期工程项目紧邻
郑州中车，占地面积约375亩，建筑面积

40万平方米，建设内容为独立式标准化
厂房，以及配套的管理、电子信息、质量检
测及服务设施用房，可满足不同企业的
各种需求。园区建成后，预计入驻企业
投入的生产设备及安装费用可达 21亿
元，整个园区预计总投资可达到49亿元，

营业收入可达100亿元，利税达20亿元。
当天，郑州山德机械有限公司机械

产品及备件生产线、郑州荥阳人工智能
产业科创园项目、荥阳市清洁取暖项目
等8个重大项目开工，总投资41.6亿元，
年计划投资23.9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朝晖） 1月 2日，中
牟县 2020年第一批集中开工 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50.2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74亿元。

其中，中原数字产业园项目属省重点项目，占
地 152亩，总投资 48.5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中原地区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数字出版产业基地
和产业集群，为县“数字+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和活力，为郑开双创走廊建设提供坚实的项
目支撑。

双回路高压排管项目属县重点项目，全长 11公
里，总投资 1.7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
域电力基础设施，提高电能传输质量，美化城市空间，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更好支撑文旅产业发展，并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强化能源保障。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1
月 2日上午，河南城源集团装配式建筑
产业基地、郑州联智新材料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年产1000吨功能新材料项目等4

个重大项目在登封市集中开工，总投资
11.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92亿元。

河南城源集团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总投资 10亿元，规划有年生产 20万

立方米装配式预制构件项目、年生产
80万立方米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项
目，以及装配式钢构项目、新型门窗项
目、基地研发中心等。

管城回族区
3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开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冉红政 通讯员 娄璞

黄帅）管城回族区此次集中开工项目3个，全部为现代
服务业项目，总投资 41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13亿
元。其中，郑州市重点项目2个，分别是光之谷商业中
心项目、北戴河商业项目，总投资18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6.5亿元；区本级重点项目1个，为省农资公司仓库改
造提升项目，总投资2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5亿元。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孙庆辉） 1月 2日，高
新区集中开工项目 8个，涵盖智能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现代服务等领域。

其中，国家超算郑州中心是国家科技部批复建设
的第7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该中心将于2020年上半
年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配备技术先进、自主可控新一

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峰值计算能力达到每秒百亿亿次。
郑州亿达科技新城项目，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

核心产业，同时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打造物联网、
大数据、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多个产业集
群。这些优质项目的建设将会为高新区打造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惠济区 新建新苑路小学、兴隆铺小学

航空港区 外国语学校和回中建校区

中原区 康泰国际养老中心开建

二七区 2021年建成南溪路小学

中牟 中原数字产业园开建

荥阳 中车轨道装备标准化厂房开工

新密 郑州医药专修学院新校区开工

高新区 国家超算郑州中心上半年建成

上街区 郑州奥克斯科技城开建

经开区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滨河院区开工

登封 城源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