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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沙颍河，一路奔涌不息，冲

刷出美丽富饶的豫东平原。在天蓝

地绿之间，一座新城正在矗起。

这座城有个响亮的名字——周

口东新区。

东新区主要功能定位为周口市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口市中心城

区优先发展区域。发展定位为“三

区一中心”，即：城乡一体化发展先

行区、对外开放示范区、现代生态宜

居区、豫鲁皖苏结合部综合交通枢

纽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抢抓机遇、担当使命，只争朝

夕、苦干实干。沐浴着百城建设提

质的浩荡东风，如今的周口东新区，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项目建设的大

潮正在成为这块热土最激越的奏

鸣。在周口崛起的方阵中，东新区

更是呈现出日新月异的蓬勃景象，

处处展现阔步前行的昂扬姿态。

2018 年是东新区步入腾飞发

展快车道的第一年，也是实现“一年

一变样、三年大发展、五年成规模”

发展目标的起步之年，东新区紧紧

围绕“规划引领、品位至上、生态宜

居、统筹城乡”的发展理念，拓宽城

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打造城市形

象。

高起点擘画新周口宏伟蓝图，

大手笔推动中心城区建设。伴着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的铿锵足音，一幅

幅壮美图景正在周口东新区绚丽铺

展、延伸。

东新区东新区：：魅力新城正崛起魅力新城正崛起

2017年 8月 25日，周口市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暨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工作（以下
简称棚改）会议的召开，掀起了周口中心城
区发展建设管理新的一页。

东新区，周口中心城区发展的“火车
头”，抓住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战略机遇，强
力推动其美丽嬗变，脱胎换骨。

为了快速推进棚改征迁工作，东新区
成立了由东新区党工委书记闫立超任政
委、管委会主任张建党任指挥长的指挥
部，6个处级干部直接分包到社区担任指
挥长。

截至 2018年 8月初，东新区先后启动
了三批棚改征迁工作，总计完成市里分配
计划征迁任务的 242%。东新区计划征迁
任务3382户，已经完成征迁任务8200户。

在征迁工作中，周口市东新区成功破
解“天下第一难”，创造了征迁工作的“高铁
速度”。该区管委会副主任赵兴昌介绍，文
昌办事处小高庄自然村177户房屋从签协
议开始到拆除完毕用时 21 天；许湾乡土
李、小张庄两个自然村 600多处房屋从动
员到拆除完毕用时半月；征迁速度最快的

还数搬口办事处王祖庙行政村黄庄和赵庄
两个自然村，220户房屋从动员到拆除完
毕仅用4天时间。

4天完成 220 户的征迁任务，到底诀
窍在哪？该征迁指挥部指挥长丁有亮介
绍，首先，为了防止村民私搭乱建造成政府
征迁赔偿的浪费，搬口办事处于今年春节
前已经完成了王祖庙行政村的丈量与评估
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此次征迁工作的速
度。其次，搬口办事处所有班子成员齐上
阵，和王祖庙行政村10个村干部携手做好
宣传工作。对于搬迁困难的群众，指挥部
采取一对一帮扶的办法帮群众解决难题。
最后，公平公正。作为一条铁的纪律，东新
区规定，东新区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向任何
征迁工作人员打招呼说情，发现有说情者，
坚决追责，这样，群众在征迁工作中毫无怨
言，积极配合，征迁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我们希望赶快住进小区里，看我家门
口这路，一下雨简直没法走，早一天住进小
区，早一天脚底下干净了。”说起征迁，东新
区小李庄村民刘志芳笑在脸上，喜在心
上。在加快实施棚改征迁的同时，东新区

高度重视棚改安置房项目建设，用实际行
动取信于民，让百姓早日住进新房。

冬日，记者在该区盛和家园安置区施
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施工，来来
往往的车辆在不断运送建材，好一派热火
朝天的施工景象。

记者了解到，东新区自2014年以来已累
计建设和购置安置房11590套。2017年，东
新区建成并交付使用安置房3822套；2018
年，东新区举全区之力做好征迁群众的安置
工作。首先，通过建设临时过渡安置房解决
困难群众的过渡房难题，确保每一位征迁群
众住有所居。其次，东新区加快安置房建设
进度，加快推进盛和家园、祥和家园、仁和家
园、丰和家园续建项目5946套安置房建设，
同时开工建设顺和家园、泰和家园、德和家
园、诚和家园、丰和家园二期、贵和家园和罗
庄安置区项目 16440套安置房建设任务，
2018年年底计划集中交付安置房3649套。

在安置房建设项目推进过程中，闫立
超、张建党及全体班子成员一线作战，现场
办公。风里，雨里，大雪下，烈日下，都有他
们督导安置房项目建设的身影。

漫步东新区，你会感受到，新美蓝图跃然而
出，跨越之路风光正好——周口东新区的蝶变，
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沐浴着“五城联创”的春风，东新区处处散
发出更加浓厚的现代文明气息。不断穿行的洒
水车、璀璨明亮的路灯、干净整洁的街道、花团
锦簇的公园、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别致的公益
广告，无一不在显示周口新区“颜值”的惊艳巨
变，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城建设提质的“新区速
度”。

在城市管理中，东新区推行精细化管理模
式。街道清扫是否干净，管理人员对地面尘土

“以克论净”；道牙、线杆是否干净，管理人员用
白布擦拭以探究竟。

小工程，大民生。街头游园是市民休闲的
好去处。记者看到，东新区各路口都设置了街
头游园、景观节点，这些游园、节点绿意盎然，特
色各异，让人流连忘返。

每到节假日，位于周口东新区和谐公园内
湖面上的灯光水秀项目更是让市民们享受到全
方位的声光盛宴，中央的主喷喷出的水柱最高
可达80米，两侧的副喷喷出的水柱最高可达25
米。

正是这些发生在路边、河畔、渠旁、树下的
点滴变化，将一座日益美丽的周口东新区带到
了我们面前。

“自从去年以来，周口东新区的发展变化真
是太大的，路宽了，景美了，越来越有城市气息
了！”11月 12日，东新区中原社区居民李文杰对
记者说。

百城建设提质让东新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
城市建设高潮，从而掀开了周口新区发展史上绝
无仅有的新篇章，东新区发展成功驶入快车道。

在全省提出突出做好以绿荫城、以水润城、
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的背景下，东新
区进一步围绕周口市委、市政府提出的打造“满
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中原港城的城
市发展定位，大干快上，苦干实干。

以水润城。围绕中心城区水系治理项目，东
新区着力推进辖区内幸福河、洼冲沟、流沙河、贾
东干渠、新运河等水系水质治理和 3600亩水面
的引黄调蓄工程建设，提升改造600亩文昌生态
湖，开工建设沙颍河城区段治理(二期)工程，启动
中心城区与组团城市水系连通工程，配套新建提
升一批桥梁工程……

以绿荫城。东新区加快实施沿环城高速两
侧建成 300米的生态林带，加快推进 6000亩建
业绿色基地建设，改造提升 2000 亩文昌生态
园……一个个大手笔、高品质的“绿色”项目，必
将使周口东新区变成一座绿色之城、秀美之城。

以文化城。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重点项目
中，位于东新区的有周口大剧院、规划展览馆、文
化展览馆、国防人防教育园、市博物馆群建设项
目等多个“以文化城”项目。东新区，正在让文化
融入城区的各个角落，让文化影响身边的每个
人。

以业兴城。目前，东新区形成特色商业区稳
步推进、楼宇经济蓬勃发展、新兴业态起步良好、
现代服务业不断壮大的大好局面。

看得见绿、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处处是文
化，处处是美景，处处是项目建设的热潮……这
些点点滴滴的变化，撑起了周口东新区美丽的幸
福家园。

大浪奔涌逐浪高，蓄势扬帆破浪行。
如今，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铿锵足音，

一波接一波的项目建设热潮，正如一曲立体交响
乐在东新区铿锵奏响。一幅波澜壮阔的建设画
卷，正在东新区这片热情的土地上快速展开。这
些大项目犹如一颗颗“良种”，陆续在东新区生根
发芽、长大成林，未来，东新区一定会春色满园、
桃李芬芳。

文/张劲松 张光华

初冬的新区大地，天空格外明亮，太阳
更加亲切、妩媚，各项目工地机声隆隆，塔
吊林立，项目建设的热潮涤荡着东新区的
每个角落……

2018 年，东新区列入省重点项目 4
个，总投资79.78亿元，2018年计划完成投
资 28.2 亿元。列入全市第一批重点建设
项目共计 13个，总投资 152.7 亿元，2018
年计划完成投资41.5亿元。

如今，东新区的项目集群已经产生了
“万象更新、争奇斗妍”的奇观。

引黄调蓄工程从开工到形成 1500亩
湖面，仅用150余天时间，东新区创造了项

目建设的传奇速度。记者了解到，该项目
总占地7100亩，其中湖面占地3600亩，周
边景观占地3500亩，总投资约30亿元，预
计今年年底将形成2620亩湖面。

施工过程中，闫立超经常来到项目部
现场办公，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难题。张建党几乎每天早上7时左右来到
施工现场，每个施工细节他都要亲自把关，
遇到问题，随时召开推进会，及时商讨解决
办法。

建业绿色基地项目位于东新区许湾
乡，总投资 20亿元。自去年 10月动工以
来，项目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基地20万平

方米核心景观示范区全部施工完毕，已经
对外展示开放。4万平方米智能联栋温室
主体全部施工完毕，生产温室正在进行设
备安装调试，6000平方米办公住宿区装修
完毕并投用。

近日，记者还走访了东新区万达广场、
天明商务金融中心、昌建 MOCO 湖畔国
际、圣桦名城、文昌大道东延提升改造工程
等项目施工现场，所到之处，满眼是热火朝
天的建筑工地、机器轰鸣的施工场景、繁忙
奋战的建筑工人……一处处气势恢宏、如
火如荼的建设现场，汇成了东新区重点项
目建设的新浪潮。

高楼林立

正如白纸绘成蓝图，需要艺术家的精
巧构思、精心设计一样，东新区人民在这
片美丽的土地上正在描绘着城市建设的
精彩画卷，正在展示着勇于创新的精神风
貌……

近两年来，东新区高起点规划，大手笔
投入，打通“断头路”和“肠梗阻”，接通“毛
细血管”，一张“内联外通”的现代综合交通

网络逐步成型。
被称为“周口第一路”的文昌大道是中

心城区的迎宾大道。如今，改造后的文昌
大道宽度为 160米，道路中央有 6米宽的
绿化带，双向八车道；道路双侧各有 5.5米
宽的慢车道、4.5 米宽的人行道和 50米宽
的景观绿化带。

通达、提升、改造……如今，纵横交错

的路桥构筑起东新区的筋骨，无限放大的
“磁效应”不断刷新着魅力新城的历史纪
录。

为了完善路网，形成大交通格局，
2018年，东新区加快完善辖区内主次干道
路网建设项目，先后新建、改造、完善20余
条 50 多公里的道路，逐步形成大交通格
局，确保灯亮路畅。

“五城联创”新区蝶变

打通“经络”路畅灯亮

棚改征迁 惠泽民生

项目花开 大潮涌动

“四篇文章”新区腾飞

城市日见美丽城市日见美丽

东新区夜景

引黄调蓄工程3600亩湖面成为周口新景观

街头游园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