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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汝州这样
“龙抬头”
23 个重大项目同日开工，总投资约 43.5 亿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文图
态性、连结性、融合性、经济性并存的
景观。
7.天然气调压站及配套管网工程
项目。
计划投资 1.08 亿元，主要建设日
输气能力 72 万立方米调压站一座及
覆盖全镇的中低压管线。

三、蟒川镇

温泉镇开工现场

3 月 8 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俗称“龙抬头”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好年景，春开头，万物复苏。
当天上午，汝州市今年一季度 23 个重大项目分别在汝南产业集聚区、温泉镇、蟒川镇举行集中开工仪式。

一、汝南产业集聚区
8 个项目，主要涉及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食品加工、环保基建等多个领
域，总投资近 20 亿元。
1.广州市振杰机械有限公司电梯
生产线项目
该项目位于市产业集聚区幸福大
道东段，由广州市振杰机械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一期项目占地 100 亩，总投
资 3 亿元，计划建设 60000 平方米厂
房和办公场所，计划用工 400 多人，可
年产 5000 套各类电梯和环保设备，产
值预计 10 亿元，
利税达 5000 万元。
2.天瑞水泥年产 200 万吨骨料生
产线和 100 万立方米高品质混凝土项
目
该项目由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2.7 亿元。其
中，年产 200 万吨砂石骨料生产线投
资 1.2 亿元，100 万立方米高品质混凝
土项目投资 1.5 亿元。主要建设骨料
生产线、混凝土搅拌站及配套设施。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品销售收入
6.3 亿元，利税 1 亿元。
3.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1 万吨氨基葡萄糖项目
该项目由河南仁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 199 亩，总投
资 5 亿元。主要建设生物发酵、后处
理提取两大区以及配套设施，新置生
产设备和检验设备，数字化主产车间
和智能化控制系统。项目全部投产后
年产值可达 5 亿元，实现利税 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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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张根发（原名张根法）位于汝
州市寄料镇北坡村房产证（证
号62501-72-4-24）丢失，
声
明作废。

安排新增就业人员 300 人。
4.河南全嘉商业连锁有限公司食
品生产加工及物流仓储项目
该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经七路东
侧，由河南全嘉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和
汝州市老城商贸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
设。项目占地 110 亩，总投资 2.75 亿
元 ，计 划 建 设 厂 房 和 办 公 用 房 约
60000 平方米。该项目引进现代管理
理念，引进高规格、智能化、信息化的
专用设备，按照“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高效能管理”的要求，全面提升
生产加工及物流仓储的整体竞争力。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交易额可达 20 亿
元，直接和间接拉动就业 5000 人以
上，实现利税 2 亿元。
5.河南汝众和实业有限公司豆制
品生产加工项目
该项目位于市产业集聚区霍阳大
道东段，由河南汝众和实业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占地面
积约 82 亩，项目前期计划建设标准化
厂房 4 栋，宿舍楼、职工餐厅和办公楼
各 1 栋。
6.公共实训基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产业集聚区汝绣产业
园三期项目北侧，项目总投资 4200 万
元，占地 8 亩，规划建设实训中心大楼
一座，总建筑面积约 4200 平方米，配
套购置相应的教学及培训设备，形成
以汝绣培训为主的综合性实训基地，
可承担十余项职业（工种）技能培训。
7.产业集聚区第二污水处理厂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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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春风裁柳剪纸艺术传
习所汝州农村商业银行开户许
可证（账号12601021100001992，
核准号J4956000893901）丢失，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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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位于 G207 与幸福大道南
侧，蟒川河北侧。项目总投资 2 亿元，
占地约 135 亩，设计处理规模为 4 万
吨/日，建设内容包括厂区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厂外配套管网建设，主要收
集处理产业聚集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
水。
8.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由汝
州市电业公司投资建设，拟建设 110
千伏输变电站 2 座，建设规模 2×50 兆
伏安，
新建 110 千伏线路 24 千米。

二、温泉镇
7 个项目，涵盖交通运输、生态绿
化、旅游度假、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多个
领域，
总投资达 20 亿元
1.宁洛高速温泉站综合整治工程
计划投资 1950 万元，包含宁洛高
速温泉站互通岛绿化、城市会客厅、温
泉下站口改造、游园广场 4 个部分。
2.牛涧河风情带景观工程
计划投资 3.7 亿元，全长 4500 米，
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包括水工和景观
两大部分，水工部分主要涉及绿色生
态走廊和弹性防洪堤岸的构建，景观
部分包括
“一廊，
一带，
四段，
八景”。
3.林泉书苑康养小区项目
计划投资 9.4 亿元，占地面积 138
亩，建设住宅楼 23 栋、1272 户，总建筑
面积 22.5 万平方米。
4.汝泉康养度假中心项目
计划投资 1.1 亿元，占地面积 200
亩，由河南润霖康养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项目集医疗、康
复、养老、休闲度假于一体。
5.涧水湾安置小区项目
计划投资 5 亿元，占地面积 226
亩，拟建安置住房 400 套，建筑面积 20
余万平方米。
6.迎宾大道绿化亮化工程
计划投资 2400 万元，绿化面积 13
万平方米，项目通过创造出一种与水
流相似的曲线道路，使得设计的形态
能充分体现场地的活力，并使之吻合
规划片区的温泉文化的特性，打造生

8 个项目，
总投资约 3.5 亿元。
1.万基高级中学二期项目
该项目位于蟒川镇北部，汝瓷小
镇西邻，占地 126 亩，建筑面积 6.9 万
平方米，总投资约 3.6 亿元。二期项目
计划投资 1.9 亿元，建筑面积 2.2 万平
方米，将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学术报
告厅、图书馆、综合实验楼、多媒体网
络系统等设施。
2.华予生态产业园二期项目
该项目位于蟒川镇核桃园村东
部，总占地面积 100 万平方米，是华予
金城实业有限公司重点打造的一个三
产项目。华予生态产业园二期计划总
投资 1400 万元，主要建设民宿饭店、
水上乐园、旅游步道、绿化亮化、500
亩中药材种植等项目。
3.公租房配套路网及中心游园项
目
该项目总投资 3400 万元，主要由
道路工程、供电工程、亮化工程、绿化
工程、建设镇区中心游园、蟒川河镇区
段治理组成。
4.空心村拆旧复垦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 1300 万元。主
要对蟒川镇任庄村、戴湾村、唐沟村、
王岭村的空心村进行全部拆除，项目
涉及土地治理面积 1421 亩，其中裸地
及其他草地 1238 亩，村庄建设用地、
工矿用地 182 亩。
5.小龙庙村地质灾害点防治搬迁
项目
该项目位于小龙庙村东北部，计
划投资约 1200 万元，主要建设 19 户
群众的异地搬迁住房，容纳 400 名学
生的标准化小学，容纳 60 位老人的标
准化敬老院，配套建设道路绿化、亮
化、游园等基础设施。
6.石灰窑村、
戴湾村美丽乡村项目
该项目计划投资约 1000 万元，对
石灰窑村、戴湾村的村庄环境进行全
面整治，进行绿化、亮化。主要建设
标 志 门、停 车 场、公 共 厕 所、道 路 硬
化、河道治理，完善村庄休闲服务设
施等。
7.牛角岭村森林公园火车旅馆产
业扶贫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 2500 万元，主要
建设火车旅馆、木屋餐厅、养殖场、纯
净水厂、特色民宿。项目建成后，可带
动 41 户、116 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8. 河 南 玉 源 汝 瓷 有 限 公 司 年 产
10000 吨活性炭建设项目
该项目位于蟒川镇蟒窝村及石灰
窑村境内，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000 万
元，占地面积 13000 平方米。项目建
成后，年生产 10000 吨活性炭，年营业
收入 4000 万元，利税 400 万元，将有
效实现当地废物的综合利用，可带动
20 户 贫 困 户 脱 贫 ，壮大发展集体经
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