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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篇 ——

苦干实干抓发展 凝心聚力建港城
——访周口市市长丁福浩

树立‘临河就是临海、
腹地也是前沿’的开放思
维，把临港经济作为转型
发展引擎，积极创建国家
多式联运枢纽试点城市，
努力把周口港打造成连接
‘一带一路’的内河航运枢
纽和豫货出海口，开放的
周口正在由‘黄土经济’向
‘蓝水经济’转变。

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省委、省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周口市坚持苦
干实干抓发展，坚定不移扩开放，凝
心聚力建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取得了长足
进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回顾过往，周口市
市长丁福浩如数家珍，不无欣慰。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周口作为
农业大市，在坚持巩固农业基础地
位的同时，狠抓工业发展不放松，逐
步形成了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生
物医药三大支柱产业为支撑，以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新型建材等新兴产
业为引领的工业体系，食品加工、纺
织服装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纳入省
打造产业集群计划，全市的经济规模
和质量都大幅提升，蹚出了一条传统
农业大市推动产业转型的路子。

城市建设实现蝶变。周口撤地
设市较晚，城市发展基础差、欠账
多，中心城区承载力、辐射力不强。
我们抢抓百城建设提质机遇，全面
贯彻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充

分发扬“多当战斗员、少当评论员、
不当观察员”的作风，扑下身子，苦
干实干，坚持“以水润城、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城”，努
力打造“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
达江海”的中原港城，城市面貌发生
了显著变化。

临港经济成效明显。开放是市
场经济的生命线。周口“三川交汇、
一河穿城”，具有得天独厚的开放渠
道。我们充分利用沙颍河通江达海
优势，树立“临河就是临海、腹地也
是前沿”的开放思维，把临港经济作
为转型发展引擎，积极创建国家多
式联运枢纽试点城市，努力把周口
港打造成连接“一带一路”的内河航
运枢纽和豫货出海口，开放的周口
正在由“黄土经济”向“蓝水经济”转
变。

返乡经济持续壮大。周口有近
300万名在外务工人员，这是一笔巨
大的财富。我们积极搭建融资、孵
化等平台，鼓励支持他们返乡创业
就业，大力发展返乡经济，壮大县域
经济、繁荣农村市场。目前，全市返
乡创业人数达 15.3 万，创业就业和
带动就业57.8万人。

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投入补短
板，办好各项民生实事。全力决战脱
贫攻坚，重拳治理大气污染，都取得
阶段性成果。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全
民医保基本建立，城镇化步伐加快，
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全
面进步。今年9月，成功举办了第十
三届省运会和第七届省残运会。

丁福浩表示，新时代新起点新
征程，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
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持之以
恒抓改革、扩开放，全力决胜“三大
攻坚战”，奋力推动周口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周口力
量。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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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打造豫货“出海口”

追寻周口城市发展轨迹，周口港
与城市发展唇齿相依，港口犹如一条
绵长的生命线，渗透在城市发展的记
忆中。

史料记载，历史上的周家口，地处
“燕赵楚之冲，秦晋淮泗之道”，三河交
汇，万商云集，舟楫如林，是北方著名
的“水陆交会之乡、财货堆积之薮”，位
居河南“四大名镇”之列，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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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市委书记刘继标说。

曾 经 ，周 口 扬 帆 起 航 ，名 扬 天
下；现在，周口风正帆悬，再次迈向
腾飞。

2005 年 12 月 28 日 ，随 着 6 艘
400吨的货轮驶入周口港，标志着周
口航运开始踏上复兴之路。2009年
6月，沙颍河周口以下航道实现常年
通航，成为河南省第一条通江达海的

“黄金水道”。
沙颍河常年通航大大拉近了周口

及河南与长三角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的水上距离。周口距离南京800
公里，航行约 6天；距离杭州、上海约
1100公里，航行约 7天。水运以其成
本经济、绿色环保的优势，为周口及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0年 12月 10日，河南省首次
通过水路实施跨国境运输大宗内贸货

物。该批货物从哈尔滨入松花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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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内河
运输到达周口，彰显了周口航运通江
达海的能力。

近几年，沙颍河航运先后承运了
30余件次大宗货物、跨国境货物运输
等任务，为中原经济区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航运支撑。

2013年 10月 25日，周口港口物
流产业集聚区的揭牌，更是给周口带
来了一个重大发展机遇。围绕“建港
口、兴物流、聚产业、强服务、优生态、
造港城”的目标，周口开始抒写更为恢
宏的篇章。

成就 临港经济新引擎

周口港规划建设 5 大临港产业
园区，随着周口港知名度和战略地位
的明显提升，省内外众多航运企业、
淮河长江沿线港口码头运营单位、临
港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纷纷来周口
港区洽谈合作业务，周口临港经济风
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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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局等国内知名企业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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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城集团河南分公司投资约150亿元的
蓝城养老特色小镇、葛洲坝再生资源、
粮食产业园等一批项目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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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迎来工业大发展时代。

如今，周口中心港正在带动周口
的商贸、保税加工等产业，同时利用水
运成本优势，吸引先进制造、化工建材
等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

周口发展临港经济引起各方关
注，有人士将之称为：由封闭保守的

“黄土经济”向开放创新的“蓝水经济”
的转型发展。

对此，周口市市长丁福浩表示，周
口由“黄土经济”向“蓝水经济”转型将

恪守三个原则。第一不“另起炉灶”。
不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对结构进行优
化，目的是推动观念开放、城市提质、
陆海统筹，实现包括农业在内的产业
协调发展。第二是紧盯开放。利用周
口“三川交汇、一河穿城”载体，打造好
黄金水道，促进经济和文化活力，让周
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第三是要
求具备现实抓手。利用好全省唯一拥
有通江达海的航道和港口的省辖市优
势，作为海岸的内延、中原的沿海，转
型为临港经济。

发展临港经济，已经成为周口由“黄
土经济”向“蓝水经济”转型的新引擎，成
为周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③9

三川汇流，大河穿城，一

条沙颍河流金淌银。

地处豫东平原的周口市，

随着“黄金水道”沙颍河水系

的疏通，周口港建成投运，悄

然成为中原腹地连接“海上丝

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的“水

上门户”。

近年来，周口市紧抓“一

带一路”建设机遇，高标准打

造周口港码头航运体系，通过

穿境而过的漯阜铁路和宁洛、

大广等5条高速公路，以及在

建的郑合高铁、通用机场，逐

渐形成水运、公路、铁路、航空

多式联运网络，使周口成为河

南贯通“一带一路”综合货运

枢纽和区域商贸、产业、物流

中心，临港经济初现端倪。

复兴 通江达海周口港

千年潮未落，正是扬帆时。
2017年 4月 6日，河南省建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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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港口码头总体规划》，周口
中心港总体规划东、中、西 3 个作业
区，总投资约45亿元，有序启动 77个
1000吨级泊位码头项目建设，最终可
形成年吞吐量 2300万吨的货物周转
能力。周口中心港将成为辐射中原经
济区、连接长江经济带的现代化内河
航运枢纽。

目前，沙颍河周口至漯河段、平顶

山段的复航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项目
建成后，周口将由内河航运末端变成
中枢。周口以上航道可以通达漯河，
有效辐射郑州、平顶山、许昌等城市。
周口港出港的船舶经内河航道可以顺
利到达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
市，并覆盖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江
西等省市的广大地区，经南通、上海等
港口换装海船，可以到达广州、青岛、
海南和渤海湾等广大沿海地区。

如今，以周口中心港为起点，沿沙
颍河可以有两条通道实现通江达海。
其一是沿淮河而下，经安徽省的阜阳、
蚌埠，江苏的淮安，从江苏盐城入海，

可与沿海的盐城港、大丰港等港口联
系。其二是沿淮河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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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中心港已成功加入海河联运
港际合作联盟，资源共享、联合开发、
一体化操作等优惠政策，共同打造“公
铁水空”多式联运枢纽与河南经贸“出
海口”，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河南物资集团公司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使周口中心港更加有效融入

“一带一路”水运港口码头体系，连接
“海上丝绸之路”。

2005年 12月28日 周口港航运开启新篇章

2009年6月 沙颍河周口以下航道实现常年通航

2010年 12月10日 我省首次通过水路实施跨国境运输大宗内贸货物

2010年 港口吞吐量85万吨

2013年 10月25日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揭牌

2014年 港口吞吐量647万吨

2017年4月6日 周口中心港一期工程开港运营，当年港口吞吐量

突破1100万吨

繁忙的周口中心港码头。

沙颍河上货运船流如织。

装载后的货运船只等待起航。

周口中心港码头正在装卸粮食。

最终可形成年吞吐量

2300万吨的货物周转能力

按照《港口码头总体规划》

周口中心港总体规划

东、中、西3个作业区

总投资约45亿元

有序启动77个
1000吨级泊位码头项目建设

周口港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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