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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城文化半城水 内联外通达江海

星光下的周口中心港静谧安详。
钮玉扇的货船停靠在码头。再有两

天，这趟从上海运来的1200吨大宗装备
就能卸运完毕，经由公路转运陕西。

船舱内的客厅里，30岁的钮玉扇和
妻子朱玉丽吃着晚饭，看着电视，享受着
忙碌一天后的悠闲时光。

钮玉扇来自安徽阜阳。从爷爷、父
亲，到他，三代人都是“船老大”。由木帆
船、水泥船，到现在的钢驳船，钮家的货
船常年游走于沙颍河和淮河、长江之间。

周口，是钮玉扇近几年常来的地
方。经由周口、安徽、江苏、上海这条航
线，把内陆的粮食、煤炭运出去，把沿海
的水泥、砂石、大宗物件运进来。一来一
往，加上装货、卸货，一趟半个多月时间，
刨去柴油钱、船闸费等支出，收入2万多

元。
“现在沙颍河的航运条件比以前便

利多了，来往周口的生意也比以前多
了。”钮玉扇面带微笑，透着年轻人特有
的活力，“生意多了，船舶条件也得跟上
去。我驾驶的这条船造价 100多万元，
能载重2000多吨。”

“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
皋。”这是明代翰林学士熊廷弼《过周家
口》中的诗句，描述了周口港曾经的繁盛
景象。

如今，像钮玉扇一样，越来越多的商
旅货船重新汇集于此，东接西连，南来北
往，周口港再度生机勃发。

不仅如此，周口打造临港经济的宏
伟梦想，让一座“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
外通达江海”的“中原港城”，为人期待。

周口与航运有着天然的渊源，周口人
有着深厚的航运情结。

周口，原名“周家口”，即“周家渡
口”。 沙河、颍河、贾鲁河在此三川汇流，
沙颍河犹如一条玉带穿城而过，入淮河，
进长江，通大海。

因水而名，相伴而兴。依托沙颍河航
运，周口历史上即是著名的水旱码头、商
业重镇，素有“小武汉”之称，史载“通衢五
省，人杂八方，商贾云集，南北之声不绝于
耳”。

83岁的石家禄老人至今还记得：“小
时候，沙颍河上船帆不断，我们站在岸边
大声招呼，往来的商船也会吆喝着回应。”
这成为年幼时的石家禄和伙伴们经常玩
的游戏。

当年，石家禄老人的祖辈在岸边经营
一家“船行”，相当于今天的中介，“空船找
我们配货，而货主也通过我们找船。”那时
候老人还小，只记得新郑、焦作一带的煤
炭，通过沙颍河运往江苏等沿海地带。

几乎每个上些岁数的周口人，都有像

石家禄老人一样的航运记忆。
时光荏苒，岁月更替。上世纪中叶

后，由于种种原因，河南境内沙颍河全线
断航，周口港也失去了往昔的风光。

周口人的航运情节却从未泯灭，仍有
许多人驾船游历在外，在淮河、长江上讨
生活。驾船回家，成了他们内心深处隐隐
的“乡愁”。

新世纪以来，沙颍河复航工程迎来转
机。

2005年，沙颍河周口以下实现季节
性通航。

2009年，沙颍河周口以下实现常年
通航。

影像资料记录下了当时激动人心的
画面。一艘艘返乡船只溯流而上，进入
周口港那一刻，“船老大”们兴奋地打出
条幅：“我们终于可以从长江驾船回家
了！”

由此，沙颍河成为河南第一条通江达
海的“黄金水道”，周口也成为全省唯一
可以通江达海的省辖市。

翻开水域地图，以周口港为起点，沙颍河航运西北可辐射郑州、漯
河、平顶山、许昌等城市，东南则可沿淮河而下，经由两条通道实现通江
达海。

其一，经安徽阜阳、蚌埠和江苏淮安，从江苏盐城入海，可与沿海的
盐城港、大丰港等港口联系；其二，从安徽寿县经江淮运河，从合肥入巢
湖，再从芜湖接入长江航道，进而与南京、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直接联系。

沙颍河实现常年通航后，大大拉近了周口及河南与长三角和东南
沿海地区的水上距离。

据测算，周口至南京800公里，航行约10天；至杭州、上海1100公
里，航行约12天。

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相比，水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小等优
势。

有这样一组数据：以每吨公里为单位，水运每马力运量为1，铁路
为 0.2-0.3，公路为 0.02，航空为 0.01；水运的运输成本是 7分左右，铁
路是 3角左右，公路为 5角左右；水运碳氢化合物排放量为 1，铁路是
其 2-5倍，公路是其 3-7倍；单位货运周转量船舶产生的噪声仅相当
于货车的4.7%。

水运以其成本经济、绿色的运输方式，为周口及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新的交通运输支撑。

2010年，我省首次通过水路实施跨国境运输大宗内贸货物。超百
吨发动机定子从哈尔滨入松花江、通过俄罗斯跨国境运输，经过鞑靼海
峡、日本海、朝鲜海峡进入东海，从上海经内河运输到达周口港。

2011年，周口港8次中转南阳1000伏特高压电力大宗货物运输任
务，先后完成驻马店燃气电厂燃体本机和定子、全省首台500千伏三项
一体变压器等，单件重量达438吨。

近年来，沙颍河周口段先后承运了35件次大宗货物、跨国境货物
运输等任务，周口航运通江达海的能力得到彰显，已形成以煤炭、砂石
建材、粮食为主要周转物资，以大件运输、石化产品（柴油、沥青）等为补
充的业务经营格局。

“全市港口吞吐量连年攀升，从 2009 年的 80 万吨到 2017 年的
1100万吨，实现了13倍的增长，占全省港口吞吐量的95%，成为河南航
运的中坚力量。”周口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政权介绍。

沙颍河航运的复兴也为沿岸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沈丘刘湾港紧邻安徽界首，该片区域航道水深达17米，船舶往来

不断，业务异常繁忙。
“原先来往的船只运量也就五六百吨，现在都是一千五六百吨。

陕西、山西和平顶山的煤炭都是经过这里运往安徽、江苏。”刘湾港码
头运营管理办公室主任刘廷志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位于码头附近的刘湾村即是靠航运发家。
在“万元户”还比较稀缺的年代，刘湾村“万元户”便比比皆是。至今，全
村60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从事和航运相关的营生。

数据显示，周口市目前拥有港航企业18家，船舶驾驶、维修、港口
装卸等从业人员2万多人；船舶1500多艘，约占全省的1/3；总载重量
120多万吨，约占长江运量的1/6。

一座城的航运情结A

一条河的天然魅力B

去年4月6日，我省建设规模最大、靠泊能
力最强的现代化综合港口——周口中心港一期
工程开港运营，该工程拥有年吞吐量350万吨
的货物周转能力。

记者一行在周口中心港码头现场看到，沙
颍河航道一侧，两片水域呈“凹”字形嵌入岸边，
来往船舶沿两边依次停靠，装卸货物。

“这叫‘挖入式港池’。”周口中心港码头运
营管理办公室主任段传奇向我们介绍，“河道港
池好比公交站牌，车辆停靠需要占据一部分道
路。挖入式港池则相当于汽车站，汽车进站不
影响道路通行。”

周口中心港投入运营的就是一期工程的
4#、5#两个挖入式港池，包括12个千吨级泊位。

“沿河而建的77个千吨级码头都将采用挖
入式港池，这在淮河、长江流域还不多见。”段传
奇说。

周口中心港的开港运营，大大提升了沙颍
河的通航能力，扩大了周口港的影响力。而创
新多式联运方式，则为周口港打造豫货“出海
口”，建设河南连通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河航运新
起点奠定了基础。

去年7月，酷暑盛夏，周口市领导干部建设
“内河国际港”的热情似火。

由中国港口协会、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周口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临港经济发展论
坛”在郑州举行。围绕“以港兴市、通江达海、联
动发展”主题，来自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
国港口协会等部门和协会的国内知名临港经济
专家，为沙颍河航运和周口港建设献策支招。

北上，周口市先后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河南物资集团公司、郑州国际陆港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衔接郑州航
空港、郑欧班列、河南自贸试验区，联手打造“公
铁水空”多式联运枢纽。

南下，周口市加强与淮河、京杭大运河、长
江沿线港口互动合作，积极与上海港、南京港、
连云港等沿海大港口对接，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形成河河联运、河海联运。

目前，周口市正在积极申建国家级多式联
运枢纽城市，加快推进口岸功能区、综合保税
区、通关一体化等建设。

周口港的勃兴引起了各方关注，辐射效应
开始逐步显现。

省内外众多航运企业，淮河长江沿线港口
码头运营单位，多个与临港产业关联度比较高
的国内500强、央企、省管企业吸引而至，洽谈
合作业务或投资考察。

河南省水利投资集团、中国港务建设集团、
中国葛洲坝集团、中国水电基础局来了，总投资
约89亿元，携手建设周口港区港口码头及综合
物流园区建设工程项目。

安钢也来了！将在周口港区建设花园式绿
色钢铁基地，最终形成年销售收入400亿元、税
收20亿元以上的千万吨大型钢铁生产项目，周
口作为传统农区，将迎来工业化大发展时代。

目前，深圳凯旺电子、九远机械、合力冷轧、
河南永汇环保设备等8个临港产业项目已投产
运营，生态氧、装配式建筑、河南中药饮片等10
多个临港产业项目正加速建设。周口临港产业
链条不断延伸,“河南省示范物流园区”建设初
见成效。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水
对周口来说是最为独特的宝贵资源。周口就
是要做足、做活、做好水文章，要让世世代代从
周口奔流而过的沙颍河水造福周口人民。”周
口市市长丁福浩说。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作为催生新气象。
周口港正满载信心，扬帆远航，沿“一带一路”走
向世界；周口，一座新兴的“中原港城”，正以崭
新的面貌，向世人款款走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实施，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成立，中欧班列（郑州）开通，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关运营，河南以前所
未有的开放姿态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体
系。

而在充当“先锋军”的河南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中，公路、铁路、空运全国领先、联网成片，唯
独水运成为短板。

在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
运发展的意见》中，内河水运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打通我省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连接上海、
连云港、青岛等沿海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
成为“十三五”期间我省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重
要内容。

天时，地利，人和。沙颍河和周口港再次迎
来重大发展机遇。

“港口兴则周口兴，港口强则周口强。”周口
决策者形成共识。

站位打造豫货“出海口”，以“建港口、兴物
流，聚产业、强服务，优生态、建港城”为抓手，着
力打造以“公铁水”多式联运为基础，内河水运、
临港产业、生态城市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周口
临港经济新模式，应运而生。

“沙颍河是大自然对周口的眷顾。发展临
港经济，周口既有历史传统，又有现实基础，更
有政策东风，既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
择，更是推动周口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突
破口。”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说。

其发展重点：衔接“一带一路”，建设“内河
国际港”，推进水运行业与综合交通、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深化周口港与沿海、沿江大港融合发
展，引进和培育一批科技研发、高新技术产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打造全市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是周口发展临港

经济的重要载体。
2013年 10月 25日，周口港区正式揭牌。

这是全省唯一以内河港口为依托的产业集聚
区，位于周口市沙颍河南岸，是周口市中心城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规划100平方公里。

依港而建，周口港区最大的比较优势和战
略资源是周口中心港。

按照规划，周口将斥资45亿元重金打造周
口中心港。到 2020年，周口中心港要建成 77
个 1000吨至 2000吨级泊位码头，设计年通货
能力为2300万吨至4600万吨，构建临港产业
发展平台。

以港口为平台，周口港区规划了钢铁园区、
口岸功能区、装备制造园区、保税园区、物流园
区等“五大临港产业园区”，且向下游航道沿线
辐射，着力发展临港工业、临港物流业、临港服
务业。

——临港工业。引导传统产业向临港经济
靠拢、产品向航运市场看齐，推动食品加工、纺
织服装、生物制药、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
培育一批冶金、装配式建筑、新能源等新产业，
推进工业向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临港物流业。充分发挥“公铁水空”立
体交通网络优势，以港口物流园区建设为载体，
以信息化建设为先导，形成连接豫皖的重要物
流节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重点发展专业物
流，完善物流网络，实现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融
合；整合各类物流信息资源，培育骨干物流企
业。

——临港服务业。由“中转仓储港”向“物
流贸易港”转型，由物流运输集散向物流贸易集
成转变，打造区域性商贸中心。重点发展专业
化市场、电子商务、总部经济、国际国内贸易、水
上旅游等增值性服务，全面提升临港生产性服
务和航运服务能力。

繁忙的码头

装卸货物

周口中心港中作业区规划示意图

百舸争流风光好

泱泱华夏，浩浩沧海，魅力周口，盛世港城。“一带一路”宏图展，帆舞沙颍两岸阔。这

里是沙颖河畔最柔美的身段，是中原大地最秀美的平原。日升月落，岁月流转，这座拥有

6000多年历史的城市随着滔滔沙颍河水不断迈步向前。

周口又名周家口，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地处沙河、颍河、贾鲁河交汇处，距今有6000

多年的文明史，有“华夏先驱、九州圣迹”的美誉。太昊伏羲氏在此建都；两汉时期，为皇

子领地，繁荣昌盛，富甲一方。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这是一片充满传奇，有着厚重文化底蕴的沃

土，这是一座充满活力，正在加快赶超崛起的港城。周口，欢迎您！

新时代扬帆远航C

周口港春潮涌动D

河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主会场——周口体育中心

大河东流两岸阔 房杰 摄

行驶在沙颍河上的船队

一河碧水映蓝天

老子故里

羲皇故都

装备制造

□本报记者 赵春喜 宋敏 聂冬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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