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岭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发布

序
号

项目
名称

项目单位
名称

投资总额
（亿元）

拟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合作）

行业
归类

项目简述 手续办理及主要产业 投资要求 政策支持
联系人/联系电

话

1 紧固件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8 独资/合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园C区

。西邻西二环路，东邻装备制造产

业园A区，南邻村庄，北邻济源大

道，占地202亩。

土地已批复。正在进行标准化厂

房建设，一期厂房面积约3.5万㎡

。计划2021年7月建成投产。二期

计划建设5栋标准厂房，面积约4

万㎡。主要入驻紧固件深加工类

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2 齿轮产业园

河南济源钢铁

（集团）有限

公司

8 合作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园C区

。东临装备制造产业园A区，西临西

二环路，南临黄河路，北临济源大

道，占地178亩。

土地已批复，正在进行设计规划

。可与济钢合作建设齿轮深加工

类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3
轴承钢管及弹簧

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5 独资/合资

钢产品

深加工/

装备制造

位于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园A区

。东邻天坛创业园C区，西邻金五联

（装备制造产业园A区企业），南邻

村庄，北邻园区道路，占地90亩。

土地已报批，预计2021年3月底可

批复。主要承接轴承、钢管、紧

固件、弹簧、汽车零部件等项目

。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4
高端钢丝绳

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10 独资/合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园

B区，东邻园区三号线，西邻西二

环，南邻巨力北路，北邻村庄，占

地310亩。

土地已报批，预计2021年3月底可

批复。主要承接轴承、轮毂、拉

杆、螺丝、弹簧等汽车零部件项

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5

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园D区

（1号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1.5 独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金马大道与南环西延路交叉口

西南角。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

园D区1号厂房，共三层，

90.89*48.21*3.5（长\宽\高，单

位：米），面积13145平方米。

可直接入驻钢产品深加工、汽车

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6

钢产品深加产业

园D区

（5号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1.2 独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金马大道与南环西延路交叉口

西南角。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

园D区5号厂房，单层，

217.02*42.48*13.8（长\宽\高，单

位：米），面积9219平方米。

可直接入驻钢产品深加工、汽车

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7

钢产品深加产业

园D区

（7号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0.6 独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金马大道与南环西延路交叉口

西南角。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

园D区7号厂房，单层，

99.88*49.03*11.55（长\宽\高，单

位：米），面积4800平方米。可与8

号、9号厂房整体使用。

可直接入驻钢产品深加工、汽车

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8

钢产品深加产业

园D区

（8号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0.6 独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金马大道与南环西延路交叉口

西南角。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

园D区8号厂房，单层，

99.99*43.03*13.95（长\宽\高，单

位：米），面积4300平方米。可与9

号、7号厂房整体使用。

可直接入驻钢产品深加工、汽车

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9

钢产品深加产业

园D区

（9号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0.6 独资

钢产品

深加工

位于金马大道与南环西延路交叉口

西南角。虎岭高新区钢产品深加工

园D区9号厂房，单层，

99.83*42.98*13.8（长\宽\高，单

位：米），面积4300平方米。可与8

号、7号厂房整体使用。

可直接入驻钢产品深加工、汽车

零部件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10
新能源汽车生产

基地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6

独资/合资/合

作

汽车及零

配件制造

位于新明路与科工路交叉口西北角

。

总装车间长169米，宽78米，高12.8

米，三跨单层钢结构，可满足A00级

别到A级的车型生产，A级车是中国

市场家用车型最多的车型，目前总

装线设备齐全。

焊装车间长169米，宽48米，高12.8

米，两跨单层钢结构，目前焊装线

部分设备到位。涂装车间长176米，

宽62米，高23.95米，二层钢结构厂

房，局部三层，适用生产A00级别到

A级车型，

厂区内联合站房包括供电、供水、

燃气、供热、空压机组、冷却塔

等，其中供电采用专线供电，从双

桥110KV变电站引入。

冲压车间长168米，宽57米，高19.8

米，两跨钢结构厂房，当时按两条

生产线设计，目前只安装一条生产

线设备，分别是2000吨液压机一台

、1000吨液压机两台、800吨液压机

两台，满足各种生产产品需求。厂

区10KV电路由科工路引入，设施齐

全。

可入驻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企

业，配套落地汽车零配件制造类

企业。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根据入驻企业类型确定具体扶持政

策

李建桥

0391-2180555



11
汽车及零配件生

产基地

济源国有资本

运营公司
5

独资/合资/合

作

汽车及零

配件制造

位于新明路与科工路交叉口东北角

。

占地181亩，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

米，已建成单层连体厂房，综合办

公楼，专家公寓和文体活动中心。

其中，单层连体厂房为

380*200*13.5（长\宽\高，单位：

米），厂房西侧布局为2层，面积共

7.6万㎡。综合办公楼为4层，装修

完成，可直接入驻办公。专家公寓

为5层，包含120间房间，可提供300

余名高管和专家住宿。

可入驻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企

业，配套落地汽车零配件制造类

企业。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根据入驻企业类型确定具体扶持政

策

李建桥
0391-2180555

12
成套机械制造

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5 独资/合资 装备制造

位于黄河大道与西二环交口东北角

、占地238亩，成熟地块。

土地已批复，计划引进成套机械

制造类项目，打造成套机械加工

生产基地。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13
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1 独资/合资 装备制造

位于西二环与虎岭一号线交叉口西

北角，占地225亩，成熟地块。

土地已批复，计划引进高端装备

制造类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钢产品深加工产

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

政办〔2019〕18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14 绿色智慧科技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3 独资/合资 科技研发

位于虎岭高新片区东区清水源东

侧，占地面积64.2亩，规划为二类

居住用地，规划容积率为2.6，欲建

成绿色智慧科技园区。

土地已批复。计划引进打造绿色

智慧科技园。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根据入驻企业类型确定具体扶持政

策

李建桥
0391-2180555

15 高新创业园项目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1.5 独资/合资 创业孵化

位于济源市虎岭高新产业集聚区，

科学路北，文博路西。建设用地面

积10.6亩，容积率为1.8，计划建设

一栋10层综合楼，一至三层为商

场，四至十层为办公区，总建筑面

积16890.26㎡，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680㎡，地下建筑面积4210.26㎡

。

目前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和不动产证，规划设计方案正在

审批中。计划引进创业孵化器项

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14万

/亩。

根据入驻企业类型确定具体扶持政

策

李建桥

0391-2180555

16
中国白银城B区

标准厂房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5

独资/合资/合

作

白银深加

工

位于新光路与科工路西南角，

中国白银城B区，共两栋标准厂房，

单栋厂房共5层，每层面积4500平方

米，层高3米。

主要承接白银深加工、贵金属饰

品加工等产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20万

/亩。

济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济源市进一步支持中原国际白银城

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济政

办〔2018〕69号）

李建桥

0391-2180555

17 中德产业园
虎岭高新片区

管理办公室
5

独资/合资/合

作
工业地产

一期：计划利用济源原西交大E、F

工业地块；二期：计划利用济源原

煤炭高压90余亩闲置场地；三期：

计划利用环城路内老工业地。

主要承接工业、商贸服务业等产

业项目，

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250万/亩，

项目投产后，亩均税收不低20万

/亩。

根据入驻企业类型确定具体扶持政

策

李建桥

0391-2180555

分管领导姓名：李建超         职务：片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联系方式：1356910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