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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四中、小北街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该项目分为三个区域：①卫河北岸区域；②
四中、小北街区域；③平原路以南区域。项目总
拆迁面积约 14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92亿元。
城市更新项目采用“ABO+F+EPC”的市场化
模式。现诚邀实力雄厚的投资伙伴共同参与建
设。

联系人：侯君福 电话：17698225600

卫源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项目

项目总占地 611亩，共腾退二类居住用地
约 596亩，其中商业用地约 165亩、卫河文化展
示中心约 1.5 万平方米、道路约 5公里、桥梁 3
座、学校 1所及其他附属设施。项目采用EOD
模式，以卫源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为依托，提
升周边环境带动片区的整体发展。项目总投资
约 15亿元，通过老植物园腾退后土地约 600亩
出让收益及开发收益平衡资金。诚邀投资方对
项目进行投资。

联系人：侯君福 电话：17698225600

新乡市卫滨区滨河湾
集中安置区建设项目（二期）

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总投
资11.3亿元，总建筑面积17.8万平方米，主要建
设13栋安置楼、2层地下车库等配套设施，建设
周期为 3年，二期土地拆迁已全部完成，正在办
理土地手续，计划 2022年 2月开始基础施工，
2025年竣工。目前与国开行沟通完成市场化
棚改融资方案，项目建成后商业及车位可售，政
府有资金支持，还款有保障。诚邀合作方对项
目进行资金支持。

联系人：郝岩 电话：18568553975

金园小区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 3.8 亿元，建设周期 3年，规

划用地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9.1 万 平 方 米 ，住 宅 建 筑 面 积 约 6.3 万 平 方
米。规划建设 5栋楼，1个地下车库，其中 3#、
4#楼已施工至 14-16 层不等，开工即达到预
售条件。以合作开发、股权合作、联合成立项
目公司、全过程委托管理+EPC方式合作。诚
邀与大型房企开发公司通过合作开发等方式
进行项目建设。

联系人：王晶 电话：18568553766

新乡市凤泉区滨湖片区项目

该项目作为凤泉区重点项目，包含 2个区
域，总投资约46亿元，分别是宝东新电区域、凤
泉区湖西区域。项目总占地约3253亩，项目安
置区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项目区域总建
筑容量约 203万平方米，项目采用一二级联动
模式进行分区域开发。项目拟采用“投资人+
EPC”模式，现诚邀金融机构及合作伙伴共同参
与项目建设。

联系人:王庆娟 电话：18568553733

新乡市牧野区高铁片区开发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约 17.6亿元，先期启动片区
内 7条市政道路建设，长度约 5.7公里，总建设
费用约5.7亿元。项目拟采用“投资人+EPC”模
式，现诚邀合作伙伴，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共
同参与项目建设。

联系人：马斌 电话：18568553970

新乡市高新区东部片区开发项目

总面积 5.27 平方公里，总投资约 73亿元。
同步实施区域外 2个安置区和 3条下穿高铁高
速道路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安置区建设、市政
及配套设施工程。先期启动午阳东路以北片
区，启动区总投资约 26.6 亿元，采用“投资人+
EPC”模式。诚邀各金融机构、央企国企与投资
集团共期未来，同创辉煌。

联系人：刘浩 电话：17698225589

矿业项目

1.卫辉市沧河机制砂厂项目
沧河智能环保机制砂项目占地面积约 90

亩（拟定），距离沧河采砂点2公里，项目计划投
资 2 亿元，建成后将达到时产砂石骨料 1500
吨，年产500万吨的产能。

2.辉县市建筑用灰岩骨料厂项目
辉县市高庄乡黄家矿区共有灰岩储量 3.9

亿吨，主要成分为建筑用石灰岩和水泥用石灰
岩，总价值约 234亿元，计划 2022年在高庄乡
投资4.1亿元建立年产1000万吨砂石骨料的智
能环保生产线加工厂。

诚邀合作伙伴进行全方位合作，实现共赢
发展。

联系人：胡明磊 电话：17698225500

卫辉市城区灾后重建项目

卫辉市城区灾后重建项目涉及四个片区，
1.原电机厂片区，2.孟西老旧小区，3.原华新纱
厂片区，4.古城及护城河周边片区。项目总占
地约 7000 亩，其中四个片区总占地 3586 亩，
片区可一二级联动开发的土地 3423 亩，总建
设面积约 29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86.50 亿
元，包含安置房建设、商业网点、配套地下车位
建设等。建设模式为“BOT+EPC”，还款来源
为自身商业开发收益及部分矿产资源经营收
益。现诚邀各金融机构组团、策划给予项目资
金支持。

联系人：赵英 电话：17698225511

辉县市灾后重建项目

辉县市灾后重建项目共包含了六大项目、
城南片区灾后重建、百泉片区灾后重建、九山片
区灾后重建、城市防汛排涝水系连通、市政道路
灾后提升改造、老旧小区改造，该项目总占地
27280余亩，建设安置区 405万平方米，总投资
约 304 亿元。项目拟采用“投资人+EPC”模

式。诚邀各类金融机构、建筑企业及规划设计
单位共谋项目的投资建设。

联系人：王洪 电话：13839088898

新乡市智慧停车场项目

该项目建设期 6年，总投资 49.88 亿元，其
中政府专项债 20 亿元，社会融资 29.88 亿元。
已于 2019年年底纳入省财政厅地方专项债项
目库，发行专项债 20亿元，期限 30年。项目采
取特许经营运作方式，期限 30年，停车位收费
及相关的停车服务收费可实现年均收入为 7.7
亿元，年均利润总额5.3亿元，年均净利润3.9亿
元。诚邀有经验的运营服务公司共同拓展智慧
城市业务，实现互利共赢。

联系人：刘立军 电话：13503430959

新乡市大数据产业园二期项目

新乡市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用地位于新乡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占地面积约158亩，
总建筑面积 20.59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6亿
元。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已投入运营，2021
年园区企业年产值达到 8亿元；二期已具备建
设条件，项目占地 100亩，计划投资约 10亿元，
其中二期 10#创意工坊已于 2021年竣工验收，
剩余 2#-9#楼待建，计划建设周期为 2022年至
2025年。现诚邀金融机构和有资源的园区运
营合作伙伴共同参与，实现共赢。

联系人：刘洋 电话:17698225595

新乡市电波科技城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规划用地面积6.7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 17.7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5.8亿元,资
金来源为地方政府专项债，项目资金已到位，确
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计划 2022年 10月全部
单体建筑竣工，具备企业入驻条件。建成后，将
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研发、生产、加工的基
地，现诚邀专业园区管理运营团队进行合作，并
欢迎有意向的企业联系进驻。

联系人：杨坚强 电话：18568509878

土地整理开发项目

地块1：西临新中大道、北邻宝山大道，用地
面积111亩。

地块 2:位于西玛大道和暄和路东北角，用
地面积54亩。

地块3:位于新中大道与宝山大道交叉口西
南角，用地面积140亩。

地块4、5:位于文化街以东、赵定排渠以北
用地面积分别为49亩、24亩。

地块 6:位于人民西路以北、西孟姜女河以
东，用地面积30亩。

上述土地均为二类居住用地，已通过土地
招拍挂取得了土地使用权证，项目运作拟寻找
合作开发伙伴。

联系人：马斌 电话：18568553970

濮卫高速西延工程项目

项目起点位于濮卫高速与京港澳高速交
会处，向西经卫辉市太公镇进入辉县市高村
乡、张庄乡、黄水乡与沿太行高速新乡段项目
相接，到达项目终点，路线全长约 50公里，项
目估算 72 亿元。按照省高速公路“13445 工
程”建设模式，采用“BOT+EPC”模式进行建
设。现诚邀合作伙伴参与濮卫高速西延工程
项目建设。

联系人：陈斌 电话：17698225668

凤泉湖大桥项目

牧野大道北延（环湖南路—锦园路），含凤
泉湖大桥，全长 1.2 公里，项目总投资约 6 亿
元。项目计划开工时间 2022年 9月，竣工时间
2023 年 12月。项目采用“投资人+EPC”模式
进行，已与农发行、国开行、农行、中行及交通银
行进行对接，开展融资及开发建设。现寻求合
作单位参与到凤泉湖大桥的建设。

联系人：马斌 电话：18568553970

同心兴牧野 携手向未来
——新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举办2022年度重大项目推介会、概算总投资超千亿元

□代娟 顾琦

市区区域城市更新、新乡市大数
据产业园（二期）、滨河湾集中安置区
建设……1月12日上午，在新乡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的新乡投资集团2022年度
重大项目推介会上，涉及城市更新、灾
后重建、土地整理开发、新型基础设施、
矿产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 6 大板
块，概算总投资超千亿元的 16个重大
项目依次亮相，同步接受国内百余家金
融机构、规划设计院所和建设、运营企
业线上线下“检阅”。

新乡市委书记李卫东和市长魏建
平在致辞中表示，新乡全面落实中央、
省委重大战略部署，围绕打造“两地三
区一枢纽”，确保“十四五”末经济总量
在全省位次“进五争四”工作目标，坚持

“项目为王”理念，谋划项目3400余个，
总投资近 2万亿元。新乡发展前景无
限美好、投资机遇潜力巨大，是投资的
沃土、兴业的宝地，诚邀各大金融机构、
广大企业家和各界有识之士到新乡投
资兴业，参与新乡发展建设。

新乡投资集团成立于 2008年，资
产 规 模 320 亿 元 ，主 体 信 用 评 级

“AA+”，拥有 50 余家全资和控股企
业，涉足市政基础设施、保障房建设、融
资担保、大数据、智慧城市等领域，是新
乡市委、市政府授权的城市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主体、城市
建设运营商和公共服务提供商。

多年来，新乡投资集团坚持从新乡
发展大局出发，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
作，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成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多措并举抓好融资创新。坚持把

保证资金链条安全放在工作首位，与国
家开发银行、中信建投等 40多家金融
机构和机构投资人达成深度合作，运用
短融、企业债、私募基金、融资租赁、外
币直贷、专项债券等方式，累计融通资
金 325 亿元；为新农村建设融资 26亿
元，有力支持新乡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创新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
2009年率先在全省成功发行地市级市
政项目建设债券，实现融资 21 亿元；
2015年在全省发起设立第一支地市级
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引进社会资本、
金融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成功注册 40亿元 PPN，融资能
力和水平持续提升。高度重视债务风
险管控，持续优化债务结构，在融资品
种搭配、长短期搭配、还款期分布上实
行优化配置，有效避免渠道单一化、期
限错配及还款期高度集中等风险问题
发生。

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参与实
施全市重大民生项目、重点项目建设和
重大政府专务 102 项，累计完成投资
160 亿元。建成平原博物院、市民中
心、牧野广场、牧野湖、定国湖等 21项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57 亿元，实施洪
门、公村、东水东等 9 个棚改项目近
200万平方米，安置居民1.5万户，创新
采用大产权安置新模式，加快土地腾
用，促进项目建设；建成新中大道、新延
路、新原路等“十路一桥”，通车里程
136公里，实现城市“30分钟通勤圈”目
标；小尚庄、贾屯等 4座污水处理厂日

处理污水 40万吨，实现主城区污水处
理全覆盖；大数据产业园成为引领“数
字新乡”发展新高地，吸引华为、黄河网
信、东软集团、海康威视、中威电子等一
批知名企业入驻。加紧实施卫辉灾后
重建、电波科技城、国际商务中心、市区
智慧停车等 12个项目，2021年完成投
资约15亿元。

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根据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先后组建成立保障
房、新投信息、太行担保、智慧城市管理
等 10余家子公司，形成专精结合的产
业体系。聚焦投资功能，先后参股宝
泉、宝山、豫新、渠东等电力企业；通过
氢能基金、氢能二期基金布局新能源产
业；投资全国最大的功能高分子膜材料
生产企业河南银金达集团，扶持培育其

IPO上市；2020年成立并购基金，实施
对上市公司中威电子控制权收购，在为
新乡引入一家上市公司的同时，助推当
地电子信息化产业发展。通过股权、债
权、担保增信等方式向地方企业提供资
金支持约50亿元，扶持地方企业发展。

纾困解难践行国企担当。主动扛
起保障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落实的社
会责任，在疫情防控、防汛抢险工作中，
新乡投资集团先后协调国开行应急贷
款 8亿元，支持全市疫情防控、灾后重
建工作；为217家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
近560万元，助力地方经济恢复。投资
运营12345公共服务热线，日处理工单
2000 余件，成为政府和百姓的“连心
桥”；“新乡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立足
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生态链，

运营以来累计注册企业10592户，完成
放贷 3171笔，总放款金额 67.31亿元，
平台放款笔数居于全省第四位、放款总
额居全省第三位，用实际行动诠释国企
担当。

“十四五”期间，新乡投资集团将在
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国有资
本运营、重大产业投资、基金战略配置、
金融服务保障四大基础功能，主动融入
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郑新一体化建设和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等重大发展机
遇，积极贯彻“项目为王”理念，加大项目
谋划、加快项目建设，以“市级平台+县区
资源+金融支持+央企参与”项目建设模
式，拓宽市县联动发展新通道；发挥股权
投资和资本运营的主体作用，结合新乡
产业基础和发展方向，加大对高端制造、
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投资，加快行
业龙头、行业冠军、上市公司培育，推动
资源要素向重点产业、优势企业流动；用

足用好各类产业基金，培育新的投融资
渠道，打造更多产业创新、产业协同的载
体平台，引导区域产业和创新资源再重
组、再配置、再优化；探索建设综合性金
融服务体系，通过整合区域金融资源、推
动国有资产证券化、搭建银企服务平台
等途径，引导资金投向，深化产融结合，
更好地为地方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
方位的服务。

岂知春霁好，万物动芳华。厚值
转型新优势，激活创新新动能，凝集的
是新乡投资集团敢为人先的精神食
粮，汇聚的是新乡投资集团创新创优
的前行力量，终将化为谋求大发展、实
现新跨越的软实力。新乡投资集团计
划用 3至 5年打造成为总资产不低于
1000 亿元、主体信用等级‘3A’级，中
长期资产规模 3000 亿元的综合性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展现更大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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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的洪门社区

新乡市电波科技城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