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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1183个重点项目
年后集中开工

2月 18日，郑州市举行
2019年第一批次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大河报·大河财
立方记者了解到，第一批集中
开工项目共 266 个，总投资
1457.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03.4亿元，其中，省市重点项
目64个，年度计划投资239.9
亿元。

在郑州市重点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开展同时，河南9个
市地的重点项目也已开工建
设。

据河南省重点项目建设
网及河南省各市地新闻网站
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19日，
商丘市第一季度共有131个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735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386亿元；
洛阳市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重
大项目147个，总投资706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323亿元；
濮阳市举行2019年第一季度
16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建
设，总投资550.2亿元……

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统计，截至2月19日，在河
南省18个市地中，郑州市、商
丘市、洛阳市、濮阳市、信阳
市、驻马店市、漯河市、焦作市
和南阳市共9个市地1183个
项目已开工建设，总投资
4916.4亿元。

郑州、商丘和洛阳
投资总额暂居前三

在统计到的河南9个市
地开工的重点项目中，郑州
市、商丘市和洛阳市分别以总
投资1457.7亿元、735亿元、
706亿元暂列前三。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了解到，郑州市集中开工项目
涵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
化旅游、创新驱动、基础设施、
生态环保和民生社会事业等
多个重点领域。按项目类别
划分，包括省重点项目21个
（按打捆计算为20个），总投

资 450.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51.7 亿元；市重点项目 43个
（按打捆计算为30个），总投资
200.1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8.2
亿元；县（市、区）级重点项目
202个，总投资806.7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263.5亿元。这些项
目开工后，将为郑州市产业转
型升级、生态环境优化、城市能
级提升、民生福祉增进发挥重
要的带动支撑作用。

2019年郑州市按照新发展
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共遴
选确定省市重点项目910个，总
投资2.13万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4600亿元。这些项目既注
重投资拉动、基础先行，又注重
产业支撑、方式转变；既注重区
域重点、集约发展，又注重点面
结合、均衡推进，反映了郑州市
经济发展的奋进态势和巨大潜
力。

在商丘市的重点项目中，
涵盖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生态文明建设、新能源、新
型城镇化、民生及社会事业等
多个领域，其中重大项目主要
有柘城县宝晶新材料科技项
目、三爱司电子科技项目、河南
中象饮品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
果汁加工项目等。

此外，洛阳市共集中开工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147个，总投
资70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23
亿元。在工业领域，开工项目
44个，总投资141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73.6亿元，主要包括总
投资13亿元的洛阳台联新材料
有限公司电子箔生产项目等；
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开工项目
19个，总投资147.8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55.8亿元，主要包括
总投资10亿元的洛阳乾发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跨境电商综合
服务平台项目等；在城建领域，
开工项目 42个，总投资 179.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0亿元，主
要包括总投资11亿元的汝阳乡
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各地重点项目扎堆
中原总部基地等项目亮眼

在河南省多个市地的重点

项目中，郑州市郑东新区中
原总部基地项目、荥阳市中
国·荥阳装备制造产业园项
目、南阳市淅川洲亿汽车博
览城项目等显得格外亮眼。

据了解，中原总部基地
项目，特邀高力国际、宝佳
国际、日本多摩商业设计等
众多国际一线团队携手共
筑。项目位于郑州高铁站
东广场商鼎路博学路口西
南角，总投资 100 亿元，
2019年计划投资20亿元，
项目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
米，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2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约76.3
万平方米，地下约48.8万平
方米。中原总部基地项目
未来将以引进多家知名金
融机构、跨国公司、世界
500强企业等高规格、高纳
税额的龙头企业为重点，以
及定向引进中原地区龙头
企业，打造中原地区与世界
一线名企对接的窗口平台。

中国·荥阳装备制造产
业园是荥阳市政府为规范、
提升荥阳建筑机械产业和
新装备制造业科学发展而
规划的产业园区，位于荥阳
市城关乡五龙产业集聚区
新郑上路两侧，园区总占地
约1550亩，总建筑面积约
100万平方米。该园区全
部建成后将成为集生产、研
发、展示等于一体的产业综
合体，预计可安排入驻企业
500 家以上，创造年产值
120亿元以上，可创造利税
15亿元以上，可带动4万人
以上的就业。

此外，淅川洲亿汽车博
览城项目是由洲亿集团投
资建设，作为2018年淅川
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河南
省、市重点工程，项目总占
地面积155亩，总建筑面积
14万平方米，投资总额18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集汽车4S店、汽车直营店、
新能源汽车、平行进口车、
二手车交易市场、汽车后市
场等为一体的大型一站式
汽车服务功能市场。

河南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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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资背景的河南
农投金控，又成功受让本地
一家上市公司5.54%股权。

2月19日，河南华英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英农业）发布公告
称，公司收到股东通知，山
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山东信托）与河南
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农投金控）协议转让公司
股份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
完成后，农投金控持有华英
农业2960.49万股，持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54%，为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此前报道，2018年
11月29日华英农业发布权
益变动报告称，山东信托与
农投金控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以协议转让方式将
持有的华英农业约2960.５
万股股份转让给农投金控，
股份转让的同时，依该股份
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

转让。权益变动前，山东信
托通过山东信托-恒鑫一期
持有华英农业股份占总股
本的5.54%，为华英农业第
三大股东，转让完成后，山
东信托不再持有华英农业
股份，并且农投金控将代替
山东信托成为华英农业第
三大股东。

华英农业此前表示，股
份协议转让完成后，将为公
司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有
利于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
借助农投金控的平台有利
于加快公司战略布局的实
施，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
力，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可
持续发展。

据了解，农投金控成立
于 2003年，注册资本金约
3.71亿元，为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的下属核
心子公司，在投融资、资产
管理、产业基金运营、供应
链金融等领域有丰富的实
践经验。

农投金控
受让华英农业2960万股
成为第三大股东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陶纪燕

中原特钢资产置换
将近尾声
18亿新增股份即将上市

2月19日，中原特钢发
布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
告书。

公告称，中原特钢新发
行股份 18亿股购买资产。
该股份已于2月11日完成
股份预登记，并将于2月22
日上市，发行股份价格为
10.84 元/股 ，成 交 金 额
195.24亿元。

此前，中原特钢以其持
有的截至2017年9月30日
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与中粮集团持有的截至
2017年9月30日经评估的
中粮资本64.51%股权的等
值部分进行置换。差额部
分由中原特钢向中粮集团
发行上述股份购买。同时，
中原特钢向弘毅弘量、温氏
投资、首农食品集团、结构
调整基金、宁波雾繁、航发
资产、上海国际资管发行股

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粮
资本35.49%股权。

交易完成后，中粮资本
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中原特钢表示，随着
中原特钢原有资产的置出
和中粮资本100%股权的注
入，上市公司持有中粮资本
100%股权，并间接持有中粮
资本下属相关金融企业股
权，公司的业务范围将涵盖
信托、期货、保险、银行等多
项金融业务，成为以农业金
融为特色的投资控股平台。

此外，通过本次交易置
出原有盈利能力较弱的资
产、注入优质金融资产，中
原特钢将实现业务转型，依
托中粮集团产业背景和品
牌优势推进农业产业链产
融协同、服务实体经济，抗
风险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以
及整体经营业绩提升得到
有效保障，符合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

����年河南部分地区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情况年河南部分地区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情况年河南部分地区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情况年河南部分地区重点项目开工建设情况

86

208.7
305.7433

434.1
550.2706735

1457.7

195

115

18

92
54

165147131

26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郑州 商丘 洛阳 濮阳 信阳 驻马店 漯河 焦作 南阳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总投资（亿元） 数量（个）

以上数据截至发稿时止，为不完全统计。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陶纪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