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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欢迎社会资本和经营团队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开封欢迎社会资本和经营团队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之滨，是我国著名的“八朝古都”之
一，迄今已有 4100多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特别是北宋时期，开
封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孕育了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影响深
远的“宋文化”。开封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菊花名城、中国书法名城、中国收藏文化
名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主体城市和中原经济区核心
城市，全市总面积 6266平方公里，总人口 548万人，现辖杞县、通
许县、尉氏县、兰考县（省直管县）、祥符区、龙亭区、顺河回族区、
鼓楼区、禹王台区和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开封工业基础扎实，目前拥有 8 个产业集聚区和 1 个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仅 8 个产业集聚区面
积达 191 平方公里；培育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化工、新
材料、食品、纺织服装、光伏、木业、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十大产
业集群。2014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近 1300 家，晋开集
团产值超 60 亿元，奇瑞汽车和瑞创农机产值超 30 亿元。十大
产业集群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公

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工业用电量增幅等主要经济指标位居
全省前列。

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封作为中原经
济区的核心城市之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郑汴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翼，发展前景广阔。河南省
委提出，开封要建设河南省新兴副中心城市，开封正凭借难得
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中原经济区最具活力的
城市之一。

近年来，全市上下抢抓机遇，凝心聚力，着力打好工业强
市、开封新区五年成规模、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推进新型
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提升“五大攻坚战”，努力建设实力开封、
文化开封、美丽开封、幸福开封。开封经济发展速度目前已经
走在了河南省的前列，开封近年来良好的发展态势、巨大发展
潜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开封先后被中国社科院等
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未来 10 年最具竞争力城市”、“中国最具投
资潜力城市 50 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城市”。

为加快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广运用，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权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
域投资运营，开封市人民政府定于 2015年 5月 28日举办 PPP项目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正式启动“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的模式。

当前开封正处于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战略机遇叠加
聚集期，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位居全省前列，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特别是 2014 年 10 月，经国务院批准，撤
销开封县设立祥符区，开封城区面积由 547 平方公里增加到 1849 平方公里，人口由 91 万增加至 169 万，城市框架
进一步拉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资金需求巨大，推广运用 PPP 模式，开封具有独特的潜力空间和发
展优势。

此次推介会上，开封市面向全国发布 30 个 PPP 项目，总投资 257.9 亿元；重点推介 12 类 19 个项目，投资总额

159.79 亿元。其中区域综合项目 2个，总投资 71.47 亿元；养老项目 1个，总投资 2.4亿元；体育项目 10 个，总投资 10
亿元；医院项目 1 个，总投资 1.9 亿元；教育项目 2 个，总投资 7.07 亿元；垃圾处理项目 1 个，总投资 4 亿元；污水处理
项目 1 个，总投资 3.2 亿元；水利项目 2 个，总投资 16.25 亿元；环境保护项目 1 个，总投资 3.5 亿元；交通项目 5 个，总
投资 32.9亿元；物流项目 1个，总投资 1.5亿元；土地一级开发项目 1个，总投资 5.6亿元（详见下表）。

开封将秉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理念，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宽松优惠的政策环境、高效
廉洁的政务环境，为社会资本参与开封建设提供广阔的合作平台。

开封真诚欢迎社会资本和经营团队参与合作、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会议时间：2015年5月28日 会议地点：开封市开元大酒店会议中心 联系人：蒋建军 联系电话：1390378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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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合计

河南尉氏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PPP项目

开封宋都古城

文化产业园区

清明上河城PPP项目

开封市体育中心PPP项目

开封市民生养老院

PPP项目

通许县一高新校区、文化及

青少年活动中心PPP项目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新尉

工业区污水处理设施厂

网一体PPP项目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第六

人民医院)整体搬迁PPP

项目

开封市祥符区教育综合

园PPP项目

开封市现代城市轨道交通

1号、2号线PPP项目

杞县环城路（大南环、大

北环）PPP项目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整区域城镇化PPP项目

杞县郑民高速连接线PPP

项目

机场东路拓宽改造及北

延建设PPP项目

开封市内顺城路（小南门-

宋门）段一期道路建设和

周边棚户区改造PPP项目

惠济河（境内段）污染防

治PPP项目

开封市涧水河工程PPP

项目

开封市运粮河调蓄工程

PPP项目

通许县东湖土地一级开

发PPP项目

卢花岗物流中心PPP项目

开封市老城区第三污水处

理设施厂网一体PPP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30

建设规模为800t/d，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1条400t/d的焚烧线，年处理

垃圾量14.6万吨；二期建设1条 400t/d的焚烧线，二期达产后年处理垃

圾量29.2万吨。

该项目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拟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景区及综合型文化

生态新城。可启动的5个子项目包括：华夏大道建设及道路两侧土地整理

收储；经十三路建设及道路两侧土地整理收储；纬五路建设及配套土地整理

收储；王坟、满洲庄、六里庄城中村改造；繁塔-禹王台公园提升改造。

该项目拟建设“一场三馆”（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综合训练馆），占地面

积462亩，总建筑面积为95000平方米。

一期为老年养护楼、综合服务楼；二期为综合楼、康复楼、智障老人公寓

楼、家居养老楼、自理型老人公寓及配套设施等建筑。

拟建行政办公楼，图书信息中心，体育馆，综合实验楼，1#、2#、3#教学实验楼，

食堂、教工宿舍、1#、2#、3#、4#、5#学生宿舍楼、综合服务中心、体育场及附属设

施；文化中心包括图书馆8400.0㎡、文化馆7800.0㎡、档案馆4500.0㎡和博

物馆3100.0㎡。青少年活动中心建筑面积14600㎡以及体育场。

产业集聚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占地50亩，设计污水处理能力2.5万吨/天，

工程配套污水收集管网 20km。新尉工业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占地 50

亩，设计污水处理能力1.5万吨/天，配套污水收集管网17.6km。处理后

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

门急诊部、住院部、医技科室、艾滋病外科综合楼、后勤保障系统、行政管

理、院内生活用房、科研用房及其他用房等主体建筑，院内道路、绿化、停

车场及硬化、给排水、电力、通信、消防、热力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器

械的购置、更新与维修等。

总占地146.81亩，包括实验中学、教育幼儿园、教师进修学校、特殊教育

学校。未包括绿化、道路硬化以及配套设施投资。

1#线位于东京大道北侧，衔接郑徐高铁开封站和河南大学东校区（仁和屯

大型生活居住区），线路全长15公里，共设立20个站点，辐射面积120平

方公里；2#线位于陇海铁路北侧，衔接开封市火车站和开封市祥符区（原

开封县），线路全长10公里，共设立15个站点，辐射面积150平方公里。

大南环建设项目全长7100米，东起106国道杞县五里河镇段向西至杞县

产业集聚区杞柳大道；大北环建设项目全长5500米，东至106国道码头村

南侧，西至327公路十里铺段。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整区域城镇化建设项目位于开封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内，东起金明大道、西至中牟东边界、南至郑民高速、北至黄河大

堤，目前区域内交通路网已基本完善。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两部分。

该项目位于杞县产业集聚区杞柳大道北段北侧，南起S327路，北至郑民

高速。设计道路全长3000米、宽150米。建设标准为公路平原一级。

项目全长4940米，北至滨河路，南至310国道，其中滨河路到机场北路段

宽30米，机场北路到310国道宽50米。该项目共由三段组成，分别为北

段滨河路至铁北街段，长875米，宽 30米；中段铁北街至机场北路段，长

1123米，宽30米；南段为机场北路至310国道，长2942米，宽50米。

一期道路建设工程（小南门-城角涵-内环路）全长712m。棚改23亩。

惠济河在开封境内长度为65.9公里，水域面积约为1700平方公里的河流

污染防治工程。以“生态水环境”为理念，通过人工控制的生态手段进行

全面治理及修复。

位于开封市东京大道北侧河道水系规划用地范围内，西起黑岗口水库，东

至东护城河，全长约7.5km，主要功能为向老城区和东区水系供水。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新开挖河道约7.5km，拟建水闸、闸堰、桥涵、房屋等建筑物，

规划范围内周边生态景观工程等。

运粮河调蓄工程位于陇海铁路以北至郑州市界的运粮河两侧区域，在开

封新区范围内。工程区东西宽 500-900m，南北长约 8km，面积约 5.4km2。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引黄调蓄工程库容651万 m3，滞洪湿地工程库容

335万m3，运粮河改线工程全长约4.6km，年引水量为8000万m3。

项目总占地1800亩，属基础设施投资一级开发项目，在现有涡河栏高工

程基础上，沿涡河两侧向北开挖约300亩，形成500多亩的东湖水面以及

城市道路、桥梁等配套设施。

占地面积约214亩，仓储3万平方米，办公1万平方米，其他服务设施1万

平方米，设备有：龙门吊、各种吨位叉车、标签及条码打印机、各种货架、行

车场地、道路、给排水、绿化等。

计划收水范围为：东京大道以北，复兴大道以南，金明大道以东，祥符区以

西，化肥河以东，惠济河周边和铁南区，建设规模暂按10-15万吨，分两期

建设，具体以可研究性报告为准。

行业

垃圾处理

区域综合

（文化旅游）

体育

养老

教育

污水处理

医疗

教育

轨道交通

交通

区域综合

交通

交通

道路

环境保护

水利

水利

土地一级开发

物流

污水处理

项目
总投资

257.9

4

30

10

2.4

5.32

3.2

1.9

1.75

20

4.3

41.47

1.60

5.5

1.5

3.5

3

13.25

5.6

1.5

4

操作模式

BOT

多种结合

BOT

BOT+BOO

TOT+BOT

BOT或TOT+

BOT

BLT

BLT+BOT

BOT

BOT

多种结合

DBOT

DBOT

BOT

BOT

BOT

BOT

BOT

BOT

BOT

实施主体

尉氏县人民政府

杨红英18637806622

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卢刚申15937820676

开封市体育局

郭松林13937891659

开封市民政局

王雷13837835025

通许县金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黄治龙13938626979

尉氏县环境保护局

周春晖13598771841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李绍彦13937812668

祥符区体育教育局

郭绍章13703787099

开封市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王健13937822501

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王玉清13937843606

开封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厉晓昆15837809729

杞县交通运输局

王玉清13937843606

禹王台区人民政府

金辉15225456660

开封市新宋风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朱颂军13603782188

开封市环保局

江辉13603780900

开封市水务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申彦民18103788156

开封市水务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

申彦民18103788156

通许县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夏青13503489508

河南省开封汽车运输

总公司

韩国庆15903786328

开封市城市管理局

张文峰13938618480

开封市推出 30个 PPP项目诚邀天下客商

序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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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项目名称

尉氏县尉北科技园污水处

理设施厂网一体PPP项目

开封市市民活动中心PPP

项目

祥符区社会福利中心PPP

项目

通许县商登高速连接线

PPP项目

G107京深线东移中牟尉

氏交界至长葛交界新建

工程PPP项目

新G230连霍高速至尉氏

县孔家段新建工程PPP

项目

开封市柳园口互通立交

新建和西关北街（金耀

路-东京大道）道路建设

PPP项目

通许县岳家湖生态养老

工程PPP项目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水资源保护及环境生

态治理PPP项目

开封智慧城市云计算中

心及智慧政务（一期）工

程PPP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设计污水处理能力 1.5 万吨/天，服务面积 8km2，配套污水收集管网

15.6km，处理后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准。

总建筑面积50000㎡，功能为综合性公益性文化设施及部分商业文化设

施，包括：市图书馆、市文化馆（群艺馆）、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市科技馆、市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文学艺术展示中心、市民文化活动中心等。

一期工程占地23亩（国有土地证已办理），工程包括儿童福利院、救助站、

光荣院、敬老院等，投资 3300万元。二期工程占地 43亩，计划建设高标

准、外形古朴典雅、内时尚、舒适便捷的养老院和综合服务楼，建筑面积3

万平方米。同时规划建设功能完善的健身广场等相关配套设施，面向社

会老人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商登高速通许站至县城的连接道路，设计全长6.8公里，项目拟建设标准

为公路平原一级，高等级路面，路面宽23.0米，路基宽24.50米，道路涉及

排水设施、管网设施、路灯、绿化等。

本项目路线自中牟的坟西马庄进入尉氏，向南在寨后刘村北侧穿过商登

高速，在该村南横穿西气东输管道后向南过霍庄、三石、岗李、刘合集东至

裴寨后进入长葛境，全长16.1公里。新建大桥1座，新建中桥3座，新建

小桥4座，新建涵洞共计15道；新建与铁路分离式立交1处。技术标准为

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

起点位于十三大街与 G310交叉路口处，沿规划十三大街向南过郑民高

速、朱仙镇组团、与规划迎宾大道交叉，向南下穿商登高速于尉氏预留互

通后，再向南过S102线，终止于S220线，全长45.7公里。双向八车道一

级公路，大桥 8 座，中桥 4 座，立体交叉 1 处，征地约 4451.4 亩，拆迁

211972.5平方米。

柳园口互通立交建设计划采用半苜蓿叶方案，设置于连霍高速公路主线桩

号K512+204—K513+246处，匝道与开柳路平交，设匝道收费站两处，收费站

车道数分别为3进3出（柳园口方向）和3进4出（开封方向）。西关北街（金

耀路—东京大道）道路项目，长度1083m，规划红线宽度50m，道路建设用地

面积54150平方米，折合土地约81.2亩，土地性质国有划拨。建设内容含：

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雨污水管道。路灯照明、景观绿化、桥涵、公交停车

站台、交通管理控制设施、市政家俱、电力管沟及其他综合管线等。

工程主要包括生态湿地公园和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工程。其中，生态湿地

公园占地600亩，水体面积400亩，陆地面积200亩，公园包括景观小筑、

人造山体、湿地、水体、岸堤桥体、果林、农林观光设施等；养老服务设施用

地100亩，主要包括老年福利院、救助站、光荣院、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

老年公寓等，设置床位1000张。

环境设施、生态整治（西湖二期、引水渠扩建、马家河湿地保护治理、示范

区水域连通工程）。

云计算中心内容包括：云数据中心、政务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基础和专

业数据库、大数据分析平台、政务大数据开放平台（门户）、城市运行仪表

盘（决策支撑）；政务应用方面重点建设内容包括政务服务中心、无线政务

专网、权力阳光运行系统、并联审批系统等。

行业

污水处理

文化

养老

交通

交通

交通

交通

养老

水利、环境保护

科技

项目
总投资

1.5

3

1.5

2.2

9.982

30.5

3.02

5.2

35.71

1.52

操作模式

BOT

BOT

BOT+BOO

DBOT

BOT

DBOT

BOT

ROT+BOO

多种结合

BOT

实施主体

尉氏县环境保护局

周春晖13598771841

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房子方13353788556

祥符区民政局

耿胜利13608607383

通许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汤飞13503484891

开封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韩国庆15903786328

开封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韩国庆15903786328

龙亭区人民政府

范磊13693785107

通许县发展投资有限

公司

夏青13503489508

开封新区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

厉晓昆15837809729

开封市工信委

刘凯15637816060

开封市PPP项目联系人：蒋建军 联系电话：13903780603，0371—23876096 邮箱：kfczgg@163.com

（单位：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