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是一年春好时，人间四月满芳菲。

春光中，豫东周口，绿意氤氲，桃红李

白，沙颍河波光粼粼，汩汩东流，周口港船

舶往来汽笛声声，繁忙的码头上人影穿梭，

千年古渡口依稀重现“万家灯火侔江浦，

千帆云集似汉皋”的盛景。

历经岁月沉淀，承载着骄傲与梦想，一

座“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

“中原港城”神采奕奕跃然于人们面前；内

陆变沿海，黄土拥抱深蓝，周口港满载远大

的志向，巨轮扬帆驶向广阔的未来。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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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史称“周家口”，即“周家
渡口”“周家埠口”，因水而生、依港
而兴。

沙河、颍河、贾鲁河在此交汇，
汇为沙颍河穿城而过，经淮河，入长
江，通大海。

一条大河波浪宽，沙颍河滋润
着两岸，哺育了众生，也造就了周口
曾经的辉煌。

借由沙颍河航运，历史上周口
即是著名的水旱码头、商业重镇。
史载明清时期，这里万商云集，樯桅
密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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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小武
汉”之称。

如 今 ，由 周 口 的 一 些 街 巷 名
称，沙颍河岸边的遗址遗存，从老
人们的娓娓讲述中，仍可想见当年
周家口的兴盛景象。从渡口，到埠
口、港口，沙颍河孕育了周口，犹如
一条绵长的生命线，深深印记在周
口这方土地上，印记在周口千万父
老的心中。

大河东流，潮起潮落。进入 20
世纪，随着铁路等交通方式的兴起，
曾经人杂八方、商贾云集的沙颍河
航运逐渐衰落，周口港也失去了往
昔风光，可周口人的港口复兴梦从
未泯灭。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寂近
百年的沙颍河，周口港再度回到人
们的视线中。

1984年，河南省开始实施沙颍
河复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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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段实现常年通航，沙颍河成为河
南省第一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
道”。

2010年 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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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港通江达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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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颍河复航后，周口的水上优
势进一步凸显，周口港再次引起人
们关注。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一带一路”倡仪更为周口港
的复兴插上腾飞的翅膀。

2013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批准
设立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以
下简称周口港区），这是全省唯一一
个以港口为依托的产业集聚区。

2014年，沙颍河被国家规划为
高等级内河航道，成为河南省唯一
常年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从周
口港出发，可直达上海、杭州、连云
港等沿海城市。周口也成为全省唯
一可以通江达海的省辖市。

2017年 4月 6日，周口港的景象
更是激动了很多周口人的心。

那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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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港汽笛声声，百年未有的繁忙景
象重现眼前。

历史再次垂青周口港，深藏于
心的港口复兴梦被点燃。“港口兴则
周口兴，港口荣则周口荣，港口强则
周口强”，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
审时度势，放大优势，周口市

委、市政府作出决策：依托周口港，
把发展临港经济作为带动周口加快
转型、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以创建
国家级多式联运枢纽试点城市为抓
手，大力发展临港经济，打造“满城
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中
原港城。

周口以“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为
基础，内河航运、临港产业、生态城
市“三位一体”融合发展的临港经济
新模式应运而生。

大幕全面开启，精彩不断上演。

如今，位于周口港区内的周口中心
港，已成为周口一张亮眼的“城市名
片”。省内外来人都会慕名前往，叩问沙
颍河航运的兴衰过往，一睹周口港复兴
中的繁忙景象。

按照总体发展规划，周口港共含 9
个港区，分别是周口中心港区和 8个县
市港区（项城、沈丘、淮阳、西华、商水、扶
沟、太康、鹿邑）。

周口中心港尤其为人瞩目。按照高
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打造的建
设理念，中心港依托沙颍河6.4公里可利
用岸线，总体规划总投资约 45亿元、77
个千吨级泊位、设计年通货能力5000万
吨码头项目，建设西、中、东三个作业区。

其中，中作业区码头项目，设计 47
个千吨级泊位，总投资约8亿元，项目全
部建成后货物吞吐量可达 3000万吨以
上。目前，4号、5号两个港池 12个千吨
级泊位高效运营，余下6个挖入式港池、
35个千吨级泊位正在快速推进，今年也
将陆续投入运营。

开港运营两年，周口中心港的吸纳
能力已然凸显。2018年，周口中心港货
物吞吐量 280万吨，主要运入加拿大的
小麦、美国的大豆及东南亚的红木、布敦
岩等，运出中原地区的小麦、玉米等货
物。

数据显示，目前周口全市建成运营

的港口已有 6个，拥有航运企业 18家，
从业人员 2万人，货船 1816艘，总载重
吨位 120万吨。2018年，全市港口货物
运输量 1300 万吨、周转量 129 亿吨公
里，占当年河南省港口吞吐量的95%。

总投资近 30亿元的沙颍河航道升
级改造工程也正有序推进。工程完工
后 ，常 年 可 通 行 单 船 2000 吨 、拖 队
10000 吨以上，年通过能力将达 1.5 亿
吨。届时，沙颍河航运优势将进一步彰
显。

依托周口中心港，周口港区以发展
临港经济为中心，以建港口、集物流、聚
产业、兴港城为发展主线，充分发挥港
口、区位、交通、生态、文化等优势，科学
规划建设“五大临港产业园区”。

钢铁园区——抓住安钢产能置换的
发展机遇，拓展延伸上下产业链，打造集
绿色生产、销售、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绿色钢铁基地。

口岸功能区——依托沙颍河连接海
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优势，抢抓国家深入
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机遇，申建口岸功
能区，打造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为周口乃
至全省发展大宗货物、大件货物进出口
贸易搭建好平台。

装备制造园区——依托内河水运优
势和绿色钢铁生产基地，引进新能源汽
车、高铁配件、数控机床等高端制造企业

落户园区，打造百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

综合保税区——依托周口海关的优
势，以及益海粮油每年大量进口美国、加
拿大大豆等企业市场需求，申建综合保税
区，打造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仓
储、商品展示等功能齐全的综合保税区。

物流园区——全力服务支持安图物
流京东分拨中心等一批已落地建设的物
流企业做大做强，引进一大批大型物流
企业入驻物流园区，形成物流小镇。

“五大临港产业园区”与港口相互支
撑、相互促进，以港兴业、以业兴城，实现
港、产、城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中原港
城”金品牌。

梧桐花开，金凤自来。随着周口港
对外知名度迅速提升，外溢效应不断凸
显。2017年以来，先后有400多批次客
商到周口港区考察投资，中粮集团、安钢
集团、河南水投集团、葛洲坝集团、中国
水电集团、蓝城集团、台湾九太生物科技
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入驻，临港经济呈现
出蓬勃发展态势。

周口港区，业已成为周口市深度融
入“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成为河南省
自贸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

“出海口”，成为河南省打造“公铁水空”
四位一体多式联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不沿江、不靠海、不临边，河南
通过着力打造“空中、陆上、网上、海
上”四条“丝路”，打开了对外开放的
大门，从内陆省份走向了开放前沿，
演变为开放高地，让河南更加自信、
更为出彩。

周口作为内陆城市、传统农区，
如何借助开放的大门，演绎自己的
精彩？

周口发展临港经济的思路更
趋清晰。随着临港经济的全面启
动，周口也在向更大的开放格局转
型：

充分利用沙颍河通江达海的比
较优势，牢固树立“临河就是沿海、
腹地也是前沿”的理念，围绕建设

“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
海”的中原港城，积极吸引更多要
素、更多产业聚集，助推周口由“黄
土经济”向“蓝水经济”转型。

空中，深化与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战略合作，积极对接“空
中丝绸之路”。

海上，与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
签订框架协议，正式加入海河联运
港际合作联盟，深度融入“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陆地，深化与河南物资集团、郑
州国际陆港公司的合作，与中欧班

列（郑州）无缝衔接。
周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开

放之路：立足海陆空，吸引更多大宗
商品向周口集聚，努力打造“豫货出
海口”、中原地区连接长三角经济圈
的桥头堡，成为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交通枢纽，在更广阔
的海陆空拓展格局中自由翱翔。

千年潮未落，扬帆正当时。围
绕沙颍河航运和周口港建设，周口
推出“四大战略规划”。

一联——加快实施贾鲁河航运
开发项目，联通郑州航空港，填补郑
州航运空白，提高郑州作为“一带一
路”建设重要节点城市的交通竞争
优势；使周口通过公路（新周高速）、
铁路（郑合高铁）、水运（贾鲁河航
道）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缩短与郑州
的时空距离，全方位融入中原经济
核心区。

一通——加快实施沙颍河上游
航运开发项目，全线打通沙颍河航
道，周口航道将由末端变成中枢，运
输量大幅提高，有效推动区域互动
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

一升——加快实施沙颍河周口
至省界航道升级项目，由Ⅴ级航道
升为Ⅳ级航道，消除航道“中梗阻”
瓶颈制约，将沙颍河打造成为名副

其实的“黄金水道”和主动脉，通过
淮河、京杭大运河和长江航道，通江
达海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兴——振兴周口港。争取将
周口港列入区域性重要港口，加快
以周口港区为重点的港口群建设，
加大信息化投入，促进多式联运，打
造港产城联动开放平台，用港口带
动物流，用物流带动城市，用城市带
动经济。

随着“四大战略规划”的实施，
周口航运将实现航道由线到网、枢
纽功能完善、港区全面升级的目
标，与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等运
输方式协调发展，进而使周口形成
以“两横两纵两辐射”外部综合运
输通道和“一港一场五网五枢纽”
内部交通组织为主要内涵的“大交
通”体系，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一小时经济圈”，把周口
从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腹地，发展
成为东接长三角地区、西融中原经
济核心区、南通长江中游经济带和
武汉城市群、北达京津冀的区域性
交通枢纽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通过打通一条条要素通道，让
周口走在全省开放的前沿。”这是周
口决策者们的思量。

建设中的周口中心港重现繁盛

以港促城、以港兴市，需要“硌掉牙”
的硬条件做基础，也需要“柔到心”的软环
境做支撑。

围绕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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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借助百城提质建设和文明城市创建契
机，大力实施“两违整治“”棚户区改造”

“五城联创”，通过“以水润城、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为“以港促城”“以
港兴市”铺设生态宜居宜业软环境。

以水润城。加快推进中心城区7条水
系治理和 3600亩水面的引黄调蓄工程建
设，提升改造 600亩文昌生态湖，建设沙
颍河城区段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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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一带四林百园”工
程，在环城高速两侧建成 300米的生态林
带，加快推进5000亩森林公园、6000亩建
业绿色基地建设，改造提升 2000 亩文昌
生态园，建100个绿地游园……

以文化城。周口大剧院、规划展览
馆、文化展览馆、国防人防教育园、关帝庙
广场提升改造、周口漕运博物馆、市博物
馆群建设项目等11个“以文化城”项目，让

“华夏先驱、九州圣迹”文脉传承。
以业兴城。目前，中心城区四区已

经形成特色商业区稳步发展、新兴业态
起步良好、现代服务业不断发展的大好
局 面 。 华 耀 城 商 贸 物 流 园 区 、昌 建

MOCO 新世界、万达广场、蓝城养老小
镇等项目，使得中心城区金融、地产、商
务、会展、信息和高成长性服务业有了
质的提升。

去年,全省百城提质建设暨文明城市
创建现场观摩会在周口举行，与会的省市
领导感慨：现在的周口，城市道路通了，景
观美了，交通秩序明显好转了，市容环境
明显改观了，城市形象明显提升了。

企业、群众办事是否便捷、舒心，更能
体现一个城市的软实力。全市持续开展
干部作风大整顿，直面顽疾、激浊扬清，营
造了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放管服”
力度加大，“三级十同事项”“网上可办”

“一网通办”实现率均达 100%，“互联网+
政务服务”走在全省前列。

随着中原港城建设，周口从“颜值”到
“内涵”发生了惊人巨变，让人“眼前一亮”
“为之赞叹”。这座豫东重镇愈益光彩焕
发，魅力日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

去年以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刷爆
了朋友圈：恒大将投资上千亿元参与周口
城市建设。

最新消息是，目前，双方合作已有实质
性进展，具体事宜正在紧锣密鼓洽谈中。

“大干快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
城”。悠悠沙颍河，千年潮未落；全新周口
港，正是扬帆时。新时代、新征程，周口这
座独具魅力的中原港城，正以崭新的姿
态，从容自信地走在春天里。

（二）

（四）

（一）

夜色中的周口市文化艺术中心

现代化的周口市体育中心

干净清爽的城市干道

铁路主题公园留住城市记忆

沙颍河上船队逶迤

大批大宗物资从这里中转

蝶变中的周口城蝶变中的周口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