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河南省健康村庄拟命名名单

郑州市（18 个）

巩义市夹津口镇纸坊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小朱村

巩义市孝义街道龙尾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九堡村

巩义市孝义街道石灰务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西村

荥阳市豫龙镇刘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东村

荥阳市汜水镇南屯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闫砦村

荥阳市王村镇司村 中牟县雁鸣湖镇太平庄村

中牟县官渡镇马庄桥村 中牟县东风路街道孟庄村

中牟县大孟镇新郑岗村 登封市大冶镇五里庙村

中牟县大孟镇土寨村 新郑市梨河七里堂村

开封市（15 个）

国营开封市金明区杏花营农场班

村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芦花岗村

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乡大马圈村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魁庄村

开封市禹王台区南郊乡西柳林村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小尹口村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赵店村 通许县冯庄乡马庄村

通许县长智镇岳寨村 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

兰考县谷营镇张庄村 兰考县桐乡街道韩陵寨村

兰考县桐乡街道绳庄村 兰考县谷营镇霍寨村



兰考县桐乡街道新韩陵村

洛阳市（22 个）

汝阳县蔡店乡杜康村 汝阳县蔡店乡孟脑村

汝阳县城关镇云梦社区 汝阳县城关镇南街社区

洛宁县回族镇王东社区 洛宁县回族镇王西村

洛宁县长水镇长水村 洛宁县长水镇西长水村

洛宁县故县镇寻峪村 洛宁县故县镇北窑村

洛宁县兴华镇沟门村 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

新安县石井镇龙潭沟村 新安县石井镇介庄村

新安县石井镇潭上村 新安县仓头镇中沟村

新安县仓头镇王村村 新安县仓头镇郭庄村

嵩县城关镇西关社区 嵩县何村乡瑶北坡社区

嵩县城关镇北店街社区 嵩县陆浑镇陆浑村

平顶山市（21 个）

舞钢市庙街乡庙街村 舞钢市尹集镇姬庄村

舞钢市枣林镇张卜庄村 舞钢市武功乡田岗村

宝丰县肖旗乡肖旗村 宝丰县张八桥镇张八桥村

郏县广阔天地乡大李庄村 郏县广阔天地乡吴堂村

鲁山县尧山镇尧山村 鲁山县尧山镇马公店村

鲁山县下汤镇西许庄村 鲁山县团城乡鸡冢村



鲁山县汇源街道申庄村 鲁山县汇源街道大王庄村

叶县仙台镇西马庄村 叶县廉村镇王店村

叶县廉村镇穆寨村 叶县廉村镇谷西村

叶县廉村镇甘刘村 叶县廉村镇大刘庄村

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郏山阳村

安阳市（10 个）

安阳市文峰区永明路街道办事处

汪家店村

安阳市北关区彰北街道办事处宋

家庙村

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小庄村 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西八里村

林州市陵阳镇施家岗村 滑县桑村乡赵庄村

滑县白道口镇石佛村 安阳县白璧镇南羊店村

内黄县中召乡闫庄村 汤阴县白营镇北陈王村

鹤壁市（19 个）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古城街

道高村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淇水湾

街道唐庄村

浚县白寺镇白寺村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上峪村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西顶村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张家沟村

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姬家山村 鹤壁市山城区中窑头社区

鹤壁市山城区陈家湾社区 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中石林村

淇县朝歌街道南杨庄村 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渤海街道杨



小屯村

浚县伾山街道前毛村 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盘石头村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毛连洞村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淇水湾

街道王寨村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古城街

道贯子村

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岗街道街

道姬屯村

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岗街道董

庄村

新乡市（11 个）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张庄村 新乡县七里营镇南位庄村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保安堤村 新乡县翟坡镇焦田庄村

辉县市孟庄镇东夏峰村 新乡县大召营镇张唐马村

辉县市孟庄镇南陈马村 新乡县大召营镇杨庄村

新乡县七里营镇李台村 原阳县陡门乡焦庄村

延津县王楼镇任庄村

焦作市（22 个）

焦作市健康产业园区后庄村 焦作市山阳区中星街道巡返村

焦作市中站区许衡街道办事处李

封三村

焦作市马村区马村街道办事处白

庄村

焦作市示范区文昌街道姚郭庄村 沁阳市西向镇北鲁村



沁阳市沁园街道袁屯村 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

沁阳市紫陵镇东庄村 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红星村

孟州市河阳街道办事处四联村 孟州市河阳街道办事处上段村

孟州市河阳街道办事处函丈村 孟州市槐树乡汤王庙村

孟州市南庄镇北庄村 孟州市谷旦镇米庄村

博爱县磨头镇狮口村 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

武陟县乔庙镇关王庙村 修武县城关镇刘庄村

修武县城关镇小韩村 温县招贤乡仓头村

濮阳市（7 个）

清丰县固城镇刘张庄村 范县辛庄镇辛苑社区

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 范县辛庄镇毛楼村

南乐县韩张镇郭庄村 开发区濮上办振东社区

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

许昌市（5 个）

禹州市夏都街道广场社区 长葛市后河镇后河社区

长葛市后河镇闫楼社区 襄城县茨沟乡虎头李社区

襄城县茨沟乡李庄社区

漯河市（2 个）

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孟庙村 舞阳县保和乡袁集村



三门峡市（14 个）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杨家沟村 渑池县英豪镇谷水村

三门峡市湖滨区崖底街道韩庄村 渑池县果园乡康洼村

三门峡市湖滨区崖底街道陈宋坡

村
渑池县果园乡北平泉村

三门峡市湖滨区崖底街道岗上村 渑池县果园乡峪峒村

渑池县英豪镇东马村 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城村

渑池县英豪镇西庵头村 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吕家崖村

渑池县英豪镇英东村 三门峡市陕州区原店镇寨根村

南阳市（52 个）

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潦河坡村 南召县马市坪乡西大庄村

南召县马市坪乡白庄村 南召县白土岗镇闫楼村

南召县南河店镇龙王庙村 南召县城关镇南外社区

南召县城关镇北外社区 南召县城郊乡竹园沟村

南召县城郊乡闫沟社区 南召县乔端镇古土门村

南召县乔端镇东乔村 南召县太山庙乡安庄村

南召县留山镇西街村 南召县留山镇下关村

南召县石门乡黑龙村 南召县四棵树乡黄土嘴村

南召县四棵树乡高峰庵村 内乡县城关镇东风村

内乡县赵店乡岗堤村 社旗县晋庄镇万营村



社旗县晋庄镇曹湾村 社旗县李店镇李店村

社旗县李店镇寇楼村 社旗县赵河街道河南街村

社旗县潘河街道双庄村 社旗县赊店镇东裕社区

社旗县赊店镇兴隆社区 社旗县赊店镇尚营社区

社旗县赊店镇泰山路社区 新野县汉城街道北关社区

新野县汉城街道东关社区 新野县汉华街道湍口社区

新野县汉华街道蔡庄社区 新野县城郊乡上青羊村

新野县城郊乡下青羊村 新野县五星镇南马庄村

新野县王庄镇兴化寺村 新野县王庄镇王庄村

新野县前高庙乡张庄村 新野县施庵镇大营村

新野县施庵镇万庄村 新野县樊集乡骆庄村

新野县樊集乡后河村 新野县沙堰镇南村

新野县上庄乡邓庄村 新野县上庄乡杨营村

新野县上港乡王白村 新野县溧河铺镇王坡村

新野县溧河铺镇江黄集村 新野县歪子镇老庙村

新野县新甸铺镇津湾村 新野县新甸铺镇宋庄村

商丘市（22 个）

永城市高庄镇车集村 永城市芒山镇种庄村

永城市高庄镇黄李村 永城市芒山镇柿元村

永城市高庄镇前张村 永城市芒山镇张庄村

夏邑县太平镇三姓庄村 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



民权县林七乡付庄村 民权县花园乡赵洪坡村

民权县伯党回族乡翟庄村 民权县双塔镇秣坡村

民权县北关镇王公庄 民权县白云寺镇柏木岗村

柘城县惠济乡荣堂村 柘城县惠济乡金桥村

睢县五河湾示范区（原周堂镇）齐

庄村
睢县城郊乡保庙村

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 虞城县城郊乡郑庄村

虞城县城郊乡花庄村 宁陵县阳驿乡后陈村

信阳市（23 个）

罗山县尤店乡方湾村 光山县凉亭乡报安村

息县孙庙乡范楼村 新县卡房乡胡河村

息县临河乡柿树元村 新县卡房乡居畈村

淮滨县邓湾乡罗营村 新县卡房乡卡房村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七桥

村
新县卡房乡古店居委会

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办事处郝堂

村
新县卡房乡王畈村

固始县方集镇沙河村 新县卡房乡胡湾村

固始县陈淋子镇后冲村 新县沙窝镇沙窝居委会

固始县陈淋子镇汪岭村 新县沙窝镇陈高山村

固始县黎集镇卧龙村 新县沙窝镇熊河村



固始县黎集镇西峰村 新县沙窝镇油榨村

光山县凉亭乡胭脂洼村

周口市（17 个）

郸城县巴集乡段寨行政村 郸城县南丰镇辛寨行政村

郸城县宜路镇三里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东黄行政村

郸城县汲冢镇谢寨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栗集行政村

郸城县李楼乡丁集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西程楼行政

村

郸城县双楼镇张盈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西黄楼行政

村

郸城县钱店镇陈庄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何楼行政村

郸城县白马镇桥口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魏桥楼行政

村

郸城县城郊乡谷集行政村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顾庄行政村

郸城县巴集乡屯民行政村

驻马店市（13 个）

遂平县玉山镇刘庄村 遂平县玉山镇吴寨村

驿城区水屯镇刘付汉村 驿城区水屯镇王坡村

平舆县清河街道冯寨社区 平舆县万冢镇郭寺村

上蔡县芦岗街道文楼社区 平舆县古槐街道城东社区



上蔡县邵店镇庙王社区 驿城区水屯镇乔庄村

上蔡县重阳街道南大吴社区 平舆县古槐街道冯楼社区

平舆县清河街道王堂社区

济源示范区（5 个）

济源市承留镇安腰村 济源市承留镇栲栳村

济源市承留镇当庄村 济源市承留镇张庄村

济源市思礼镇牛湾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