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川大地的期盼
从汾河岸边到沙颍河畔；
从老子故里到羲皇故都；
1100 万周口人民正把期盼的目

光聚焦在河南省 2018 年第十三届运
动会上，开启周口发展史上的又一个
春天。

期盼来自三川大地的激情与憧
憬。

期盼 2018 体育盛世的成功与辉
煌。

辉煌灿烂文明史
经济发展显实力

文化魅力，现代活力，凝聚升华为
周口人民期盼体育盛世的巨大热情和
力量。周口有着 6400多年的灿烂文明
史，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享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之美
誉。人祖伏羲在此建都，画八卦，定姓
氏，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远古文明。老子
李耳在这里出生，一部《道德经》彰显无
穷智慧，辉映大道光芒。

作为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市、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市，周口每年生产出全
省 1/7 的小麦，为国家提供 100 多亿斤
商品粮。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
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医药化工为支
柱的工业体系，拥有莲花、宋河、辅仁、
金丝猴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2013
年，全市总人口 1126万，社会生产总值
1790.7亿元，公共财政收入 76亿元，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503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 6199元。

水陆空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沙颍
河航运通江达海，宁洛、大广、周商、永
登 4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周口至新郑
机场高速已开工建设，漯阜铁路复线电
气化改造工程竣工通车，郑合高铁正在
勘测设计，通用机场即将开工建设，将
使周口的交通节奏大大加快。

各项配套设施日臻完善。全市
拥有五星级酒店 3 家，四星级宾馆 6
家，三星级宾馆 16 家，能够同时接待 2
万人食宿，完全可以满足举办省运会

的比赛要求。
文明、平安、和谐的社会局面将

为体育盛世提供可靠保障。周口先
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河
南省园林城市”和河南省创建“文明
城市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体育发展凝士气
激情满怀盼省运

跨越发展、富民强市的大趋势迸发
出周口千万人民的激情与梦想；体育惠
民、争创一流的不懈追求，激发了敢于
拼搏、勇攀高峰的周口精神。周口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出台了
以人为本、发展体育事业的十大举措，
积极申办 2018 年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推动周口社
会经济跨越式的全面发展。

群众基础广泛深厚。健身舞蹈、
太极、拳剑、武术、杂技、球类比赛等
日 趋 活 跃 ，被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评 为

“2009—2012 年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
进集体”。目前，全市所有县（市、区）
都建起了全民健身广场，70%的乡镇
建起了文体大院，50%的行政村配建
了体育设施和器材。

竞技体育成绩喜人。涌现出了
奥运会拳击亚军张志磊，世锦赛柔道
冠军李一清，亚运会赛艇冠军刘丽
娟、穆素丽和被誉为中国女排“小郎
平”的朱婷等一批在国际、国内体坛
上有影响的周口体育健儿，为河南争
得了奖牌，赢得了荣誉。周口体育产
业风生水起、渐大渐强，初步形成了
体育竞赛表演、健身娱乐、设施经营
等多门类的体育产业框架。

体 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乘 势 而 上 。
作为主赛场——投资 8 亿元、占地 806
亩的市体育中心、3 万座席的体育场、
5000 座席的体育馆、综合训练馆、市
体育运动学校新校区、体育宾馆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游泳馆、重竞技馆、搏
击馆等一批项目将于近期开工建设；
9 个县（市）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正在规划建设“四个一”工程
（即标准田径场、标准游泳池、带看台
的灯光球场和综合训练馆）；届时周
口将为省运会提供设施一流的训练
和比赛场馆。

省运会在周口的举办，将享誉世
界的道家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交流
融汇，为全运会历史谱写出意义重大
的华彩乐章。

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刘继标代
表周口人民庄重承诺：

承办省运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个严峻的挑战。因为周口还是一个欠
发达地区，还是属于吃饭财政。但我
们接过了省运会的大旗，就意味着接
过了责任和义务，我们有承必诺，一定
举全市之力，办一届精彩的省运会，给
全省人民特别是给周口1100多万家乡
父老一个交代。

承办省运会对于周口来说又是一
个难得的机遇，从长远的发展来说，周
口太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和机遇了。通
过举办省运会，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
出周口各界干事创业、追赶跨越的激
情，借此机遇全面提升周口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综合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区
域形象和综合实力。

古人说“功夫在诗外”，我们也不
会把眼光只盯着省运会和比赛本身，
而是准备把功夫下在运动会内外的
方方面面。我们不会办一届劳民伤
财的运动会，而是要办一届节俭、有
序、热烈、安全的省运会。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举办省运
会，对内凝聚人心，会后以省运会作
为热点、支点和兴奋点，继续释放激
情和能力，把周口的各项工作做好。
对外，树立周口改革开放、务实创业、
诚实守信的形象。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全
省人民给了周口一个机遇，我们一定
要用我们的辛勤汗水，还全省人民一
个惊喜！

2018年，我们周口见。

副省长张广智（右）在省体育局局长彭德胜（左）陪同下调研
周口市体育馆

省体育局局长彭德胜（中）、周口市委书记徐光（右）听取周口
市体育局局长张宁华（左）介绍市体育中心建设情况

中国女排主攻手朱婷奥运会拳击亚军张志磊

周口市政府市长刘继标（中）到市体育中心调研

篮球是周口城乡人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十三届省运会为何花落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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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三川大地拥抱省运会

具备有利的大环境

周口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
处黄淮平原腹地，是豫东南区域性
中心城市，总面积 11959 平方公里，
总人口 1126 万。周口是一个文化
大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三
皇故都、万姓之根、老子故里、杂技
之乡”四张文化名片。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必将吸引大量游客前往
周口助阵省运会。

周口是一个工业快速增长的城
市。截至 2013 年底，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1124 家，全市生产总值
1790.7 亿 元 ，公 共 财 政 收 入 76 亿
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增长 16.4％，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
长 30.3%，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裕
的财力，将为该市承办十三届省运
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周口是一个具备独特交通优
势的城市。境内内河航运可通江

达海，通航里程、航运生产、船舶拥
有量等均位居全省第一位。宁洛
等 4 条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已初步
形成集“水陆铁空”四位一体的大
交通格局，周口便捷的交通将为省
运 会 的 举 办 提 供“ 快 速 的 中 转 能
力”。

具备举办的基本条件

（一）体育设施日臻完善
以周口市中心城区为主体，大

中专院校和各县（市、区）相互呼应、
相互支撑的体育设施网络架构已初
步形成。目前，市体育馆、市体育
场、市综合训练馆已投入使用；市游
泳馆、重竞技馆、搏击馆即将开工建
设；大中专院校体育场馆设施也日
益完备。周口师范学院、周口科技
职业学院等 3 所高校拥有大量的场
馆设施，将承接和容纳一定量的赛
事活动，数万名莘莘学子将为省运

会开、闭幕式提供强大表演阵容，
为整个赛会提供优质的志愿者服
务。各县（市、区）体育场馆同步规
划建设。9 个县（市、区）都投入大
量资金，规划建设了县体育中心和

“四个一”工程。项城市体育馆、沈
丘县综合体育馆和游泳馆已投入
使用，西华、商水、郸城等县体育中
心正在规划建设。

（二）社会和群众基础坚实
周口人民热爱体育、参与体育、

支持体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体育
运动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申办省运会
工作拉开帷幕之后，社会各界给予
高度关注，群众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各大媒体竞相宣传报道，热切期盼
能够成功申办省运会。舞狮、舞龙、
龙舟赛、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再度
兴起，田径、足球等现代体育蓬勃发
展，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当前，
全市城市体育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40% ，农 村 体 育 人 口 达 到 总 人 口
30%以上。体育健身公园和健身社
区遍布城乡，70%的乡镇建起了文
体大院，50%以上的行政村配建了
体育器材。项城市被评为“全国体
育先进县”，淮阳县被命名为全国

“武术之乡”，周口市多次被国家体
育总局、省体育局评为“群众体育先
进集体”。

（三）办赛经验日益丰富
2012 年 11 月，周口成功举办市

第二届运动会，约 3 万人参加，在全
省市级运动会中规模空前 ,特别是
开、闭幕式彰显了“中原气派、周口
风格”，达到了国家级创意水平、省
级艺术标准、大市级演出规模，成
为周口有史以来最精彩的一次体
育盛会。近年来，周口又陆续承办
了全国“通澳杯”少年赛艇、皮划艇
比赛，全国 U15—U17 青少年足球
联赛，省跆拳道、摔跤、乒乓球、体
育舞蹈赛及中美男子篮球对抗赛、

美阿国际篮球争霸赛、“八一”女子
VS 河南女子篮球友好交流赛、苏
鲁豫皖四省门球邀请赛等国际国
内赛事。通过这些赛事，他们在场
馆建设、赛事组织、资金筹措、氛围
营造、安全保卫、后勤服务、来宾接
待、媒体报道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已初步积累了承办大型运动
会的基础。

此外,周口还具备一流的接待
服务条件,包括一流的住宿服务、一
流的医疗保障、一流的商务休闲、一
流的文化享受、一流的中转能力、一
流的安全保卫、一流的通讯设施,可
以为省运会提供全面保障,省运会
花落周口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保障
移动通讯、数据通讯、图像传输、多
媒体、互联网通讯畅通，同时，还将
邀请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河南
报业集团等各大媒体进行广泛的报
道宣传，及时报道大会盛况，扩大和
提高省运会影响力。

●2013年9月4日 周口市政府召开第九次常

务会议，听取体育工作情况汇报，对申办省第十三届

运动会进行了专题研究。

●2013年 9月 29日 周口市委召开三届第 72

次常委会议，正式确定申办 2018 年省第十三届运动

会。成立了由市长刘继标任组长，市政府正市长级

干部李绍彬任副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

成员的申办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工作领导小组。

●2013年10月29日 周口市人民政府致函河

南省体育局，根据《关于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申办

事宜的通知》（豫体[2013]56 号）精神，周口市政府决

定正式提出申办 2018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

●2014年 8月 14日 河南省体育局经综合考

察，拟确定周口市为省十三届运动会举办城市，并将

考察结果呈报省政府。

●2014年8月20日 经省长谢伏瞻签批，省政

府正式批示同意 2018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由

周口市承办。

●2014年 9月 29日 在河南省第十二届运动

会闭幕式上，周口市市长刘继标从张维宁副省长手

中接过省运会会旗，周口正式成为2018年河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承办城市。

周口申办省运会
大 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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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政府领导带头参加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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