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 年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拟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郑州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 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航天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 百旺金穗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九域腾龙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开封 河南晋开化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封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开封 杞县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

洛阳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洛阳 洛阳龙鼎铝业有限公司

洛阳 万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平顶山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平顶山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安阳 林州凤宝管业有限公司

安阳 沙钢集团安阳永兴特钢有限公司

安阳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 河南利源燃气有限公司

安阳 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 鹤壁天海电器有限公司



鹤壁 鹤壁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 河南科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

焦作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河南晶能电源有限公司

濮阳 天能集团（河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濮阳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许昌 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许昌 许昌正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许昌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漯河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 国投金城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峡 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 南阳汉冶特钢有限公司

南阳 卧龙电气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南阳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商丘 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 信阳圆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信阳 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信阳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周口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济源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

巩义 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

巩义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巩义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汝州 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长垣 卫华集团有限公司

长垣 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长垣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长垣 驼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附件 2

2021 年河南省制造业重点培育头雁企业

拟定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所属地区 企业名称

郑州 郑州明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 中储粮油脂（新郑）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凌达压缩机有限公司

郑州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 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科林车用空调有限公司

郑州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佛光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华夏碧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郑州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郑州 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

开封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

开封 河南开封平煤神马兴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开封 开封空分集团有限公司

开封 开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 河南平原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河南万基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洛阳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

平顶山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 平顶山平煤机煤矿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平顶山 河南洁利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 河南中材环保有限公司

平顶山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 河南省顺成集团煤焦有限公司

安阳 安钢集团永通球墨铸铁管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 岷山环能高科股份公司

安阳 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 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

安阳 宏源精工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鹤壁 鹤壁天海环球电器有限公司

鹤壁 鹤壁航盛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鹤壁 鹤壁天海电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新乡 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

新乡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 新乡市弘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隧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新乡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中铝中州铝业有限公司

焦作 蒙牛乳业（焦作）有限公司

焦作 沁阳市宏达钢铁有限公司

焦作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焦作 河南皓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

焦作 河南永威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濮阳 濮阳市盛通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许昌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河南新天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 开曼铝业（三门峡）有限公司

三门峡 灵宝宝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南阳利达光电有限公司

南阳 南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

南阳 南阳鼎泰高科有限公司

南阳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 河南省西保冶材集团有限公司

南阳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商丘 五得利集团商丘面粉有限公司

信阳 安钢集团信阳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信阳 开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信阳 河南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驻马店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济源 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司

济源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

巩义 河南新昌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巩义 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汝州 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长垣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