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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之城

啾啾的鸟鸣回荡在葱茏的林木丛中，晨风从蓝天

碧水间划过。初冬的早晨，项城市驸马沟风景区，晨练

的人们和着悠扬的古曲，悠闲地打着太极拳，幸福的神

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去年以来，项城按照“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

化城、以业兴城”的理念，全面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水系治理换来了一城活力，街头游园迎来了一城

风景……现在的项城，更像一座高标准打造的清新都

市，让居民更有幸福感、获得感。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

斗目标”“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所求，

执政所指，去年以来，项城市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

建设和谐宜居宜业家园为目标，大手笔谋划，全方位实

施，大力度推进。

一大早，项城市民张鑫夫妻俩

就带着孩子来到家门口的植物园

广场晨练。植物园花团锦簇，不远

处的月牙湖波光潋滟，美不胜收。

“原来这儿是一片废窑场，现

在有湖有花有草，养眼又养神。”在

张鑫的记忆中，这座他生活了30多

年的城市，从未像今天这样美丽怡

人。几年前坑洼的街道胡同、浑浊

的水渠池塘变成如今的天蓝、水

净、岸绿、路畅、景美，判若两个世

界。

是什么推动了项城“华丽转

身”?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

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

最大的忌讳”。项城市委、市政府

牢固树立科学规划理念，坚决扣好

“规划”这个“第一粒扣子”，强化规

划引领、规划先行意识，先规划后

建设、不规划不建设；围绕区域性

副中心城市目标，聘请国内顶尖规

划设计团队清华大学、同济大学

等，修编了《项城城乡总体规划

（2017-2030）》，编制了总体城市

设计以及海绵城市、综合管廊、城

市水系、教育文化卫生等34个专项

规划，形成了相互衔接的规划体

系。此后，项城市棚户区改造、水

系治理、老城区改造、道路升级、新

建学校等，都是围绕着这些规划进

行的，从而做到了有的放矢、因地

制宜。

坚持围绕以水“润”城、以绿

“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

四篇文章，坚持硬件与软件统筹、

新区与老区统筹、地上与地下统

筹、宜业与宜居统筹，科学编制和

完善绿地系统、综合交通体系、景

观水系等专项规划。

2017 年该市谋划了西环路建

设工程、宁洛高速引线道路及棚户

区改造项目、特色商业区基础设施

建设等 18个项目，总投资 70.25亿

元；2018年，以重点改造提质老城

区为重点，精心谋划了 43个项目，

计划总投资 74.41亿元。启动了大

环城、大水系、大棚改、大提质项

目，投资 13亿元、45公里的环城路

建设项目，目前南环路已建成通

车。投资 11亿元的西环路 106国

道项目、投资 1.16 亿元的东环路

238省道及桥梁建设工程正在加快

推进……

城市无水不美、无水不灵。该

市依托城区西高东低天然地理优

势，以“保水系、防水患、活水流、稳

水量、美水景”为目标，高标准制定

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排水防

涝专项规划及城市生态水系修建

性规划。投资 23 亿元，启动全长

28公里的内河综合整治工程，从郑

埠口引沙颍河水贯通城市 10余条

内河,全程规划建设47座景观桥和

承重桥，生态修复总面积约 95 公

顷。已投资 7亿元，完成了附着物

拆迁、土地租赁、河道清淤等方工

程。目前，正继续推进驸马沟二期、

长虹运河综合整治工程，引沙入城，

打造好吉祥湖、如意湖等重点景观，

形成水系畅通、堤岸秀美、人水和谐

的水系景观。同时，围绕城市水系

和汾泉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启动

王明口、南顿特色小镇项目，高标准

打造驸马沟、南顿故城、袁氏旧居生

态文化旅游带。

灵秀之城

项城：美丽家园心怡悦

绿色是一个城市生态环境优
良的重要标志，也是高品位城市的
重要元素。

宁洛高速在项城设有北站出
入口，是该市对外展示形象的窗
口。然而，因缺少整体规划，该出
入口附近建筑参差无序、乱搭乱建
现象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和品
位。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项城
市委、市政府把该出入口建设和棚
户区改造提上了日程。

结合总体城市设计，清华大学
团队进行了概念性设计，在项城北
部规划建设千余亩植物园，利用原
有的废旧窑场堆山造景、引水建
湖，打造拥有 200多种植物的景观
花海。目前，投资 2亿元的项城植
物园基本建成。眼下，这里不仅成
为项城北部的亮点，也是居民生活
休闲的好去处，让百姓切实感受到
城市提质带来的好处。

按照城市公园、综合管廊、绿地
系统等专项规划，围绕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创建活动，加快实施沿路、沿
水、沿城，增绿量、提标杆、上档次。
2017年以来，投资8亿元，新上百城
建设提质绿化项目82个。目前，已
完成南环路、天安大道、袁府路等11
条道路绿化，新建改造街头游园17
个，占地1300亩大型植物园建设正
在有序推进，吉祥湖、如意湖2个大
型公园已完成土方工程，即将进入
景观打造。下一步，计划建设汾泉
河、牛营河2个湿地公园，沿水系打
造 27.5公里的亲水绿色廊道，建设
25个街头游园。项目完成后，将增
加城市绿地面积 500公顷，城区将
有5个公园、1个植物园、55个街头
游园、60处全民健身点，呈现“城在
绿中、路在林中、楼在园中、人在景
中”的全绿美景。

棚户区改造项目，规划最好的
位置。项城市花园办事处郑埠口
社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便是一
例。眼下，当外地客商从宁洛高速

项城北站进入城市，映入眼帘的是
满眼绿色，再也没有低矮破旧的建
筑。

“以前住平房，现在住高楼，棚
户区改造实实在在改善了我们的
居住环境。现在我们没事就可以
到植物园转转，以前却只能在村里
走走。”居民赵大爷说。这是项城
投资 95亿元改造 5个棚改项目中
1.7万户居民的共同心声。

如果说棚户区改造是项城近年
来最大的投资项目，那么以下工程
则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城市提质的
成果：沙颍河水引入城区10余条内
河，生态修复总面积200多公顷；水
系建设投资 23亿元，在建吉祥湖、
如意湖和28公里长的内河水系；投
资1.7亿元，新建57个街头游园，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38%；交通网络
投资13亿元，新建29公里长的环城
路，彻底结束项城没有环城路的历
史；投资 3.2 亿元，打通城区 11 条

“断头路”，城区路网更加通畅。
在城市建设提质中，项城优先

考虑民生，同步规划学校、医院等
民生项目建设：投资 13.5 亿元，新
建乐普心脑血管医院、第一人民医
院新区、妇幼保健院新区，新增床
位 3600 张；投资 6.7 亿元，开工建
设9所城区学校，可提供2.6万个学
位，让更多的孩子就近上学，有效
解决上学难和大班额问题。今年，
项城顺利通过了河南省义务教育
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验收。

随着一大批基础设施、生态建
设、棚户改造等项目的建成投用，如
今，项城市发展活力澎湃，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城市文明蔚然成风。在
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的同
时，项城市还大力开展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不仅让城市有“颜值”、有

“内涵”，而且让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今年，
项城被确定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

日前，项城市在全市干部大会上
发出号召，在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卫
生城市、园林城市的基础上，争取
2020年建成国家级文明城市、卫生
城市、园林城市。继续保持“全国文
化先进市”称号。

近年来，该市组织开展各类道德
实践活动，评选“项城好人”“文明家
庭”，推动市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
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精心打造

“袁氏文化”“光武文化”“莲花味精”
“欢乐百姓大舞台”等一批文化品牌，
为百城建设提质凝聚强大合力。加
大投资，提升袁寨古民居、南顿故城
旅游景点，精心打造市群众文化活动
中心。支持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进一
步发展壮大汝阳刘笔业、越野杂技
团、刘四平笔业、华童气模、新乐园科
技等一批文化企业。继续创作推出
一批具有项城特色的文艺作品，开展
送文化下乡、非遗展演、广场文化活
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现已启
动《项城市文化旅游产业总体规划》
《项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发展规划》编
制工作，拟投入 10亿元在城南新区
规划建设占地150亩的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让项城人民居住在天蓝
地绿水清城市的同时，充分享受文化
熏陶，有更大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注重城乡统筹。百城建设提质，

既是转型发展的引领工程，又是民生
改善的保障工程，也是文明创建的基
础工程。

在城区，坚持百城建设提质与全
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
林城市创建相结合，坚持黑臭水体治
理与水系生态修复相统一，引水入
城，将沙颍河水引入城区 10余条内
河,生态修复总面积215公顷。投资
8亿元新建百城建设提质绿化项目
82 个，投资 3.8 亿元完成了 10 条道
路的街景立面改造和小街小巷基础
设施提升，投资1.7亿元新建了57个
街 头 游 园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38.1%，绿地率34.4%，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1.3 平方米，有力提高了城市
宜居水平。

在农村，大力推进“六村共建”，
建成了市镇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公共文化阵地覆盖率
100%。实施了城乡环卫一体化机
制，每年投入 8600万元，按照“户投
放、村收集、镇转运、市处理”的模式，
实现了农村环境卫生保洁专业化、常
态化，提升了农村生态文明程度。充
分利用文化宣传阵地，积极开展文明
理念融入行动、农村陋习整治行动、
文化惠民行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断深入人心，向善向上的乡风民风
蔚然形成。

文明之城

城市，无产不兴。
项目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重

要抓手。为加快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2017年，该市谋划了西环路建
设工程、宁洛高速引线道路及棚户区
改造项目、特色商业区基础设施建设
等 18 个项目，总投资 70.25 亿元；
2018年，以重点改造提质老城区为
重点，精心谋划了43个项目，计划总
投资 74.41 亿元。同时，投资 1.5 亿
元的市区道路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完
成。四通八达、内外联通的城市路
网、水网，把项城融入了全国大交通、
大开放的发展格局。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 164 家,其中税收超亿元的企
业 1家，超千万元的 8家。一是医药
产业集群实现了从化工原料药到成
品药、生物药的产业链延伸，形成了
以西药为主、中药为辅、医药生物并
行的发展格局。拥有规模以上医药
企业 6 家，乐普药业成为周口工业
第一纳税大户，预计 2018年税收突
破 3亿元。投资 40亿元的和润集团
周口周海粮农物流产业园项目顺利
落地，抢抓沙颍河经济隆起带机遇，
为大力发展临港经济起到积极助推
作用。中国台湾上市公司如兴制衣
投资 12.68 亿元在项城成立高威服
饰，项目建成后用工可达 1万人、税
收 1.5亿元，将成为河南省最大的服

装加工基地。
突出项目支撑。该市根据实际

和发展要求，共谋划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 9 大类 126 个项目，总投资 532.3
亿元，目前已开工建设93个项目，累
计完成投资 115.7 亿元。投资 95亿
元，开工建设了300万平方米的棚户
区改造项目；投资23亿元，正在建设
28 公里的城市水系；投资 13 亿元，
新建 29公里的环城路，结束了项城
没有环城路的历史；投资3.2亿元，打
通了城区 11条“断头路”，城区路网
更加通畅。同时，围绕医药、食品、纺
织服装三个“百亿”产业集群，新上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7个，总投资62.2亿
元。成功引进了13个亿元以上的产
业项目入驻特色商业区，其中建成了
投资 8.2亿元的欧蓓莎商贸城、投资
4 亿元的金博大购物中心，投资 10
亿元的恒大微购电商产业园正在建
设。投资 13.5 亿元，新建了乐普心
脑血管医院、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妇
幼保健院新区；投资6.7亿元，开工建
设了城区9所学校。

穿行于项城市区，老旧社区、背
街小巷华丽变身；湖泊湿地、绿树红
花常伴左右，游园广场、文化场馆遍
地开花……今日的项城，城市“颜值”
惊艳巨变，城市功能日益完善，正以
全新的面貌跃然而出，成为豫东一张
亮丽的城市名片。

实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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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通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城市夜景城市夜景

志愿服务中心将文明的种子深植群众心田

城市道路整洁有序

融媒体中心把党的声音精准扩散到千家万户

植物园广场花团锦簇 文/吴建成 图/王洁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