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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漫步在周口中心
城区林荫步道上，映入眼帘的是
一派现代都市景象：一幢幢楼宇
整齐排列，商业区内行人如织，
柏油大道两旁，行道树、灌木与
花草错落有致。“这些年，老家越
来越有大城市的味道了。”市民
刘先生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口坚持
规划先行、改革创新，围绕争创
区域中心城市目标，做好城市规
划设计，中心城区集聚力、带动
力得到显著提升。

中心城区不断扩容。川汇区
稳步发展，淮阳撤县设区，经济开
发区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实

现突破，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培育
城市经济方面渐渐成为主阵地，港
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发挥港航优势，
大力发展临港物流，全市经济社会
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投入
运营的周口中兴新业港产业园
已引进高端装备制造、智能电
子、检验检测、大数据等企业 85
家，成为集生产制造、科技研发、
创业孵化、人才培养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产业综合体。

9 月 5 日，走进河南省正信
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研究
人员正在进行土壤样品的处理
与分析。“这家公司去年相中了

我们提供的标准化研发厂房和
管家式服务，正式入驻园区，实
验室硬件设施条件大幅改善，入
选我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检
测实验室。”周口中兴新业港产
业园总经理陈晓光说。

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做好社
区养老、教育、医疗、文化、商务等
功能业态植入，以“15分钟便民
生活圈”带动片区开发建设。

从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到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
模范城、国家卫生城市，再到入
围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周口
一路化茧成蝶，发展成果惠及千
家万户。

“现在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
键阶段，要是搁以前，合作社这
3000 多亩玉米根本浇不过来，
现在依靠高标准农田配套的自
动灌溉系统，几个人就能轻松完
成，省时又省力。”9月 3日，在周
口市商水县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90后“新农人”刘记森告诉记者。

在刘记森看来，“新农人”的
“新”离不开现代科技，“农田里
除了自动灌溉系统，还配有土壤
墒情监测站、病虫害检测站、气
象监测站、水肥一体机等多种

‘硬核’设施，提供数据监测、智

能分析、田间管理等一系列服
务。有了这些‘神器’，想不高产
都难。”

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商水
县近年来将5万亩“望天收”变成
了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国土资
源遥感监测“一张图”上的优质
农田的范围飞速扩大，粮食安全
重任越扛越稳。

“目前，全市共建设高标准
农田 937 万亩，今年正在建设
116.7万亩，确保到2023年 1189
万亩永久基本农田实现高标准
农田建设全覆盖。”周口市农业

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周口市抢抓国家

农高区建设机遇，以建成黄淮平
原现代农业示范区、小麦产业创
新发展引领区、农业高新技术企
业集聚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典
范区和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基地“四区一基地”为目标，发展
全流程全要素的智慧农业，发挥
金丹乳酸等龙头企业作用，着力
延链补链强链，汇聚更多农业高
新技术企业，做大做强做深粮食
精深加工业，带动全市农业全产
业链培育和农民增收致富。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站在
周口市中原路跨沙颍河大桥桥
头，凝望着城市万家灯火，大大
小小的道路如一根根“神经末
梢”，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
着百姓民生，闪烁着延伸到每个
角落。

“现在的夜景很漂亮，走在路
上是一种享受。以前可不一样，断
头路、老旧路不少，几座跨河大桥
也没通车，每次想过都要绕着走。”
9月4日，出租车司机苑前进说。

城市道路通行能力滞后，不
仅影响了市民便捷出行，还阻碍

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周口市委、市政府把中心城

区的道路升级改造与城市建设
紧密结合，充分考量城市交通总
体布局、组团片区发展、市民出
行快速便捷等因素，超前谋划、
统筹考虑，力求形成全面、科学、
合理的规划研究方案，满足城市
未来发展需求，先后完成了对育
新街、建新大道、大庆路、汉阳路
等路段的拓宽升级改造，打通五
一路和八一大道等多条断头路。

开启“快速时代”。俯瞰三川
大地，宁洛、盐洛、大广、安罗、商南

等高速公路交织成网，阳新高速公
路宁陵至沈丘段、阳新高速沈丘至
豫皖省界段、沈卢高速沈丘至遂平
段、兰沈高速兰考至太康段等4条
高速正加快建设，构成了高速绕
城、县县通快速通道的公路网。

迈向“桥梁城市”。龙源路、
汉阳路、中州大道、八一大道、大
庆路……城区主干道上，一座座
跨河大桥拔地而起，连通沙颍河
两岸，兼顾功能与美观。

“高速经济”和“大桥经济”
的叠加效应，正为周口带来更多
合作机遇和广阔发展前景。

9月1日上午，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从
周口中心港出发，驶向印度蒙德拉港。航线
的开通标志着我省又打开了一条通江达海的
货运通道，扩大了国际货运的“朋友圈”。

作为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的周
口港，其兴起主要依托贯穿市区的沙颍河，
拥有通江达海的天然通道。这是全省第一
条通江达海“黄金水道”，为临港经济的发展
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原城市
群发展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沙颍河国家高等
级航道建设，打通中原内陆地区直通华东地区
的水运通道，沙颍河航道升级改造工程应运而
生。该工程是我省水运项目“一号工程”，总投
资28亿元，着力将周口打造成为河南面向东
南沿海开放的桥头堡，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
新起点，采用四级航道标准改建航道，改造全
部完成后，通航能力每年达5000万吨以上。

该工程多项子工程陆续完工，沙颍河航
运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目前，沙颍河是四级

航道，宽度是 50 米，通过的船舶为 500 吨
级。”周口市港航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高翔成说。

为进一步发挥沙颍河“黄金水道”的独特
优势，赋能临港经济提质提效，河南省、周口
市近日决定对沙颍河航道再进行“四升三”提
升改造。建设内容包括对周口市中州路桥至
豫皖省界89.4公里航道进行疏浚，新建沈丘
复线船闸，改建项城通济大道桥、沈丘西环路
桥、G329纸店沙河大桥3座桥梁。项目完工
后，沙颍河通航能力较现在将提升一倍。

“下一步，沙颍河航道的宽度要提高到
60米，通航能力由每年5000万吨提高到每
年 1 亿吨，通过的船舶由 500 吨级提高到
1000吨级。这将对周口内河航运发展起到
很大的促进作用。”高翔成介绍。

近年来，周口坚持以开放促转型，按照
一城一港的原则，构筑起“1+9”港口体系，
全力打造东连长三角、西接内陆腹地西北华
北的水陆集疏运枢纽。

粉刷一新的围墙，平坦干净的道路，拆
除违建腾出空间增设的停车位……9 月 5
日，记者走进改造后的周口市星龙华缘小
区，处处可见喜人变化。

这是周口市开展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
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周口市中心城区（含
淮阳区）已完成429个老旧小区的提升改造
工作。

位于中心城区的回收小区原先是典型
的“脏乱堵”小区，“由于设施老化，小区下
水管道经常出问题，每次下大雨，院里的积
水都能漫到小腿。改造后小区重铺了下水
管，修了水泥路，下大雨再也没淹过了。”该
小区居民邝春红说。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聚焦“雨污分流”
“垃圾分类”“厕所革命”等，对基础较差的
老旧小区重点解决雨污管网混接错接等问
题，重修外墙和楼顶，改造雨污水、给水管
线。此外，还同步开展“飞线”整治行动，全

面治理通信电缆、强弱电等线缆。
更新了“硬”环境，还要提升“软”服务。

“年轻时一口气上7楼不费劲，现在走到3楼
就得停下来缓一缓。小区改造帮我们加装了
电梯，生活幸福指数大幅度提升了。”家住星
龙华缘小区的王大爷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近年来，周口市以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为契机，在加快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上
持续发力，尤其是将“传承文化、记住乡愁”
贯穿老旧街区改造全过程，严格遵循城市规
划“六线”控制要求，有序推进老街道、历史
建筑、风土建筑、近现代优秀建筑的保护修
缮和活化利用，让老旧街区重新焕发光彩。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环境督导力
度，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
的环境治理维护体系，实行片区化管理，引
入物业，在尽可能降低服务成本的情况下，
满足居民服务需求。”周口市住建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③5

田之变

农田高标准“饭碗”端得稳

路之变

“堵点”变“亮点”发展“新引擎”

河之变

运输大动脉“豫货”通天下

居之变

告别“脏乱差”乐享“新生活”

扶沟县高标准农田麦收场景扶沟县高标准农田麦收场景。。⑨⑨33 黄金峰黄金峰 摄摄

周口，一座年轻的城市，十年间“版图”不断扩容，城区“越长越大”，面貌日新月异。从

市井小巷到宽广大道，从老旧小区到“电梯新房”，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时光流转，不

变的是平凡岗位上的不懈奋斗，一点点谱就城市发展的宏伟新篇。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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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港新意故港新意。。⑨⑨33 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周口市委宣传部提供

周口沙颍河航道升级改造工程周口沙颍河航道升级改造工程
PPPPPP项目关键子项目项目关键子项目——郑埠口复郑埠口复
线船闸工程通过验收线船闸工程通过验收。。⑨⑨33 周口市周口市
委宣传部提供委宣传部提供

三川大地三川大地
气象新气象新。。⑨⑨ 33
周口周口市委宣传市委宣传
部提供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