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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 向中原崛起
澎湃而去， 打造新兴临港经济城市，周
口， 正全力书写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
阔史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原港城新
周口，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披荆斩棘、凯
歌前行。千万周口人民正以昂扬的斗志，
奏响了开放发展、向海图强的最美乐章，
抒写着最为恢宏的壮丽画卷。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十 ，正是初
春的时节，市委五届二次全体（扩大）会
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如期召开。 这次会议，犹如一声春雷，激
励周口人民再次吹响了嘹亮号角， 向着
深蓝勇敢前进。

“坚持‘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发展
定位， 围绕 ‘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周
口、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周口’，市委
决定在全市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
划， 全市各级各部门都要向此聚焦聚
力。 ”市委书记张建慧在会上强调。

周口港口航运是河南的宝贵资源，
在河南发展大局中地位突出， 支撑和促
进现代化周口建设意义重大， 建设新兴
临港经济城市，是周口的发展定位，更是
服务全省大局的责任与担当。

伫立沙颍岸边， 就像站在时间的一
端，回首岁月的高度，沙颍河曾经退却的
光彩正风风火火地赶来。多少年来，这条
黄金水道从繁华到断航，再到开航、展露
芳华， 她无声地演绎着一段段凄美的传
奇，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发展定位：：临港新城、、开放前沿

打造新兴临港经济城市， 是当前周
口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壮丽的气象。

周口历史上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沙颍

河航运的发展。近年来，关于港口建设的
规划蓝图正在周口这个平原大市酝酿实

施。
如今的周口，内河水运发展迅速。国

内方面， 开通了周口港至太仓港、 淮安
港、大丰港、凤阳港、连云港港、上海港 6
条集装箱航线， 实现了通江达海内河航
运目标，周口港成为“豫货出海口”和“海
货入豫口”、中原地区连接长三角经济走
廊桥头堡及“海上丝绸之路”在河南的起
点 ； 国际方面 ， 在商务部鼓励试点的
CIFA 多式联运提单的作用下，周口港又
开通了到达美国洛杉矶长滩港集装箱国

际航线， 使周口港成为中原腹地连接世
界物流的水上门户枢纽， 为周口乃至河
南省进出口贸易企业开辟了国际物流新

通道，周口进入了向海而生的新时代。
2021 年，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把周口打造成新兴临港经济城市， 这标
志着周口发展临港经济已上升为省级战

略。随着新发展格局的加快构建，周口人
口资源、农业资源、风电资源、岸线资源、
港口资源优势都将加速释放。

大战略带动大开放，大开放促进大发
展。 按照一城一港的原则，周口港下设中
心港区和西华、商水、淮阳、项城、沈丘、鹿
邑、太康、扶沟、郸城 10 个港区，构筑起
“一主九辅”港口发展格局，打造以周口中
心港为核心的内河大港，支撑临港经济发
展，点亮了周口开放的前沿。目前，沙颍河
周口以下航道上拥有较大规模的作业区

有 5处，分别是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
作业区、项城亿嘉作业区、沈丘纸店作业
区、沈丘刘湾作业区、郑启港。

“加快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
深化重点领域开发，不断向开放要空间，
向改革要活力。 ”市长吉建军在 2022 年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近几年来，周口坚持以开放促转型，
全速打造“豫货出海口”，畅通国际国内
双循环。 周口航运的发展有利于加快我
省向东开放， 深度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开放
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黄淮平

原腹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特别是当
前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豫沪合作，周口
水运优势将更加突出。

围绕打造“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
发展定位，周口正在努力建设“豫东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 围绕推进 “三个一
批”，建立招商项目库、客商资源库、目标
企业库 、投资政策库 “四库 ”，绘制产业
链、企业链、产品链 、研发机构 “四张图
谱”，定位、定向、定人，开展市场化、专业
化、资源化、精准化招商，探索科研孵化
平台在一线城市、 制造转化基地在周口
的招商模式。一方面，盯产业，建链强链。
把握主导产业发展前沿，瞄准长三角、京
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精准定
位到与本地主导产业相匹配的某一个或

几个县，招引一批行业相关、主业相同的
企业，提升产业集聚力、区域竞争力。 另
一方面，盯企业，招大引强。依托市场、劳
动力、水运等优势，把握产业转移规律，
抢抓沿海企业开拓内地市场的机遇，紧
盯一些规模大、实力强、关联者多、影响
面广的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及时掌握转
移方向和投资动态，主动加强跟踪对接，
实现引来一个企业，兴起一个产业，带动
一方发展。

围绕打造“临港新城、开放前沿”的
发展定位，周口正在努力打造“河南面向
东南沿海开放桥头堡”。周口充分发挥对
接长三角的桥头堡、 连接 “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支点优势，东向发展、东向融
入、进圈入链，变“边缘”为“前沿”。 加快
沙颍河生态经济带、高铁经济带建设，进
一步畅通水路和陆路两条东南开放的大

动脉。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规划、承接产
业、布局生产力，加快建设中原———长三

角经济走廊，积极进入长三角经济圈，努
力融入长三角产业链接， 深度接轨国内
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同时，周口持续稳定外资外贸，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为“临港新城、开放前沿”
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基本思路：东向发展、东向融入、进
圈入链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
作为内陆城市，如何打破海的界限，

让周口扬帆远航、向海图强？
“按照‘东向发展、东向融入、进圈入

链’的基本思路，修订周口港总体规划、
多式联运发展总体规划、 临港产业发展
规划等多项规划， 实施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工程，航道升级改造加快推进，进出港
路网实现互联互通， 大广高速港区站通
车运营， 疏港铁路专用线有序推进，‘公
铁水空’ 四位一体开放通道体系基本形
成。 ”对于如何加快推进港城建设，张建
慧这样指出。

周口是河南的“东大门”。几年前，周口
还只能隔着安徽，艳羡着中国经济的“发动
机”———长三角经济圈的“肆意成长”。

但随着长三角经济圈不断 “扩容”，
一体化发展已把安徽全境纳入其中。 从
此，周口人出了“家门口”，就是长三角。

事实上，近几年周口人明显感觉到，
家乡与长三角的关系正变得日益紧

密———红遍了全国的“锅圈”，把整个产
业链体系、 首批 8 家配套企业从上海带
到了周口；鹿邑正在建设的科创小镇，运
营者是浙江大学在读博士于红雷和他的

团队， 他们正把在杭州运营科创小镇的

成功经验“克隆”到鹿邑；长三角城市群
来周口创业投资的企业接连不断，资金、
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要素不断向周口
集聚……

这些变化， 一方面源于周口的地理
位置，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河南融
入长三角、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最佳
接口；另一方面源于市委、市政府“东向
发展、东向融入、进圈入链”的顶层设计。

从区域位置看，周口位于中原城市群
核心区，一头紧靠郑州，一头连接长三角，
区位优势突出，这让周口成为密切豫东南
区域经济联系、促进中原经济区与长三角
经济区连接融合的重要节点城市。

据介绍， 周口有三条通江达海的通
道，第一条是从淮河、京杭大运河到长江
走南通港，全程 913 公里；第二条是走淮
河，经洪泽湖，通过京杭大运河到淮阴的
沿河，顺着沿河到达连云港，全程 772 公
里； 第三条是走江苏的淮安到大丰港，然
后直通大海。 引江济淮工程完成后，周口
航运将自寿县南下直达长江，经江淮运河
由芜湖进入长江主航道， 运距将可缩短
400公里。 因此，沙颍河作为淮河的第一
大支流，正是河南省、中原经济区通江达
海的重要通道。周口作为全省唯一通航的
地级城市，也是全省的门户地区。 周口中
心港有希望带动我市的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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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相关产
业快速发展，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

面对新一轮开放机遇，周口市委、市
政府准确把握省委书记楼阳生对周口发

展的定向把舵， 加快推动周口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勇当全省乃至全国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建设的“排头兵”，坚持把全
面推进新兴临港经济城市建设作为转型

发展的突破口和扩大开放的大通道，走
出一条内陆农区高质量发展之路。

战略支点： 建设中原———长三角经

济走廊

早春，乍暖还寒。 遥遥望去，周口港
在沙颍河的怀抱里显得生机勃勃， 几架
伸着“火红钢臂”的码头门机，分外惹眼。
它们像一个个超人，在用力地展开双臂，
使劲地伸向大海“掘金”。

目前，周口中心港规划有东、中、西三
个作业区， 中部作业区 8个挖入式港池，
47个千吨级泊位，已建成投入使用，形成
了年 3500万吨以上的货运周转能力。

周口中心港的开港运营， 让周口人
的港口复兴梦由理想走向现实， 更为中
原经济区联系长三角经济区， 成为豫东
门户、区域枢纽提供了设施支撑。

“树牢‘周口不是省际边缘，而是开
放前沿’的理念，向先进地区看齐、以一
流港口为范， 推动临港经济城市加快发
展，积极争创国家级临港经济区，把周口
打造成为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 河南对
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张建慧强
调， 周口要凝心聚力建设中原———长三

角经济走廊重要支点。
如何建设这一重要支点？周口要强化

进圈入链、强化枢纽建设、强化数字治港。
强化进圈入链。周口充分发挥毗邻长

三角的区位优势和“公铁水空”多式联运
枢纽优势，用足用好人口资源、人力资源、
农业资源、岸线资源、港口资源、传统文化
资源，变基础优势为发展优势，加快进入
长三角经济圈、融入长三角产业链，在新

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强化枢纽建设。 周口实施综合交通枢

纽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平漯周高铁建设，加
快沙颍河周口至省界段“四升三”航道工
程、贾鲁河航运开发工程建设，加快周口民
用运输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周口港地方铁
路建设，加快骨干物流通道、综合物流枢纽
建设，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物流
运行体系，把周口港建设成为“公铁水空”
一体快速无缝转换的多式联运枢纽港，塑
造枢纽经济新优势。 加快推进华耀家美仓
储物流园、电商物流园、荷花商城等项目建
设，推动华耀城转型升级，持续壮大商贸物
流产业。枢纽经济，已成为周口打造新的增
长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途径。

强化数字治港。 周口顺应智慧交通
发展趋势，应用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
等领先技术， 布局建设数字化生态圈网
络， 大力发展物流电商和跨境电商先导
产业，加快建设港口智能体，实现船悦其
行、物优其流。

东风浩荡，曙光在前，周口蕴藏于历
史深处的发展潜力被激发出来。

近几年来， 沙颍河航运量突飞猛进。
2017年，周口市货物运输量完成 1100 万
吨；2018年， 货物运输量完成 1300万吨，
占当年河南省港口吞吐量的 85%；2019年
货物运输量 1465万吨；2020年，港口货物
吞吐量 1860万吨；2021年，港口货物吞吐
量达 2915万吨， 占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
的 71％；2021年， 周口中心港集装箱吞吐
量 26946标箱，是 2020年的 3.3倍。

众所周知， 港口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
心优势资源。 作为已经建成的河南省内最
高等级航道的最内端港口， 周口中心港及
下游水路运输通道对沿岸承接产业转移和

优化产业布局产生了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独特优势：区域位置得天独厚，航运
发展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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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渡
口、埠口到港口，这些印记都渗透在城市
发展的每时每刻。 战国时期梁惠王开凿
的鸿沟，也就是贾鲁河，已经成为周口航
运最早的“胎记”。 周口属于淮河流域，自
古以来就是一个航运发达、 商贸繁荣的
内陆港口城市。 周口境内河流众多、纵横
交织，拥有沙河、颍河、涡河、贾鲁河、汾泉
河等具备航运开发条件的河流， 总里程
约 450公里， 现内河通航里程 234公里，
均是国家规划水运主通道“两横一纵两网
十八线”中“一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沙颍河是淮河的最大支流，由发源于鲁山
县西部石人山的沙河、 发源于嵩山的颍
河、发源于新密五指山北麓的贾鲁河在周
口中心城区交会而成， 已有 2000多年的
航运历史。沙颍河周口以下四级航道常年
通航， 千吨级驳船可直达长江和沿海一
带。周口是河南省唯一一座能够常年通江
达海的省辖市。 目前，周口拥有航运企业
20多家， 从业人员 2 万多人， 货运船舶
1500多艘，载重吨位超过 120万吨。

从航道等级看，沙颍河 2014 年被国
家规划为河南唯一一条高等级内河航

道。 周口港以下 89 公里，达到四级内河
航道标准 ， 常年通航 ， 单船通航能力
3000 吨以上，拖船 1 万吨以上。

从航运能力看， 全市共有 10 个港
区，其中周口中心港共规划建设77 个千

吨级泊位，目前已建成投运 47 个千吨级
泊位，是全省最大最强的内河港口，运力
优势突出。

从货源情况看，周口紧邻郑州，郑州
作为中原城市群中唯一建设的国家级中

心城市、 国务院确定的 3 个商贸中心试
点之一，辐射带动能力强，商品集散市场
大，加之周边的开封、漯河、平顶山、许昌
等城市，内陆纵深广阔，产业基础较好，
矿产资源丰富， 适合水运的有诸如铁矿
砂、氧化铝、粮食、煤炭、铅精矿、铝锭等
大宗散货，以及如铁棍山药、好想你大枣
等“豫货”农产品，货源充足。

从运输成本看，水运具有运价低、运
能大、污染小、占地少、适合大宗货物长
距离运输等比较优势。据测算，一艘 5000
吨级船的运力， 相当于 100 节火车皮或
者 250辆 20吨货车的运能。 以机器设备
从周口到上海为例， 走公路每吨每公里
约 1 块钱，走铁路每吨每公里 3 毛多钱，
而走水路每吨每公里不到 1 毛钱。 安钢
产能置换项目、 益海嘉里现代食品产业
园等项目就是看中了周口的水运优势才

落地的。我们测算一下，仅安钢项目 1000
万吨产能，每年就能节约运费 18亿元。

从交通条件看， 周口高速路网四通
八达，铁路运输贯通东西，规划建设中的
铁路专用线直接通达周口中心港， 将与
郑州铁路港实现无缝对接， 航空格局初
步形成，周口四通八达的“公铁水空”立
体化大交通格局将日益显现。

周口区位优势明显， 覆盖广阔的市
场和腹地，1小时高速经济圈涵盖人口近
6000万，2小时经济圈涵盖人口近 2亿。

综合以上优势，可以说，打造“豫货
出海口”，全省没有比周口条件更合适的
地方，向东可以到上海、南京等港口，对
接“海上丝绸之路”；向北可以融入郑州
航空港区直达“空中丝绸之路”，接入中
欧班列，直通“陆上丝绸之路”。线上线下
建设“公铁水空”多式联运平台，可以打
通“数字丝绸之路”。

与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完成的长三角
地区相比， 周口具有叠加的区位优势、承
接产业转移的后发优势、千万人口的市场
规模优势、“公铁水空”多式联运的交通枢
纽优势。这些优势，为周口实现优势再造、
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春潮澎湃： 奋力建设中原崛起新高
地正逢其时

风起潮涌，只争朝夕。
打造新兴临港经济城市，周口既有文化

上的“软实力”，也有基础设施上的“硬条件”。
2021 年 2 月份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计 70 万公里左
右。 其中，水运港口方面包括 27 个沿海
主要港口、36 个内河主要港口。

河南周口港入列 36 个内河主要港
口！

借此机遇，周口大力发展内河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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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南发展
战略布局中展现生机。

近几年来， 周口坚持以发展临港产
业项目为“龙头”，通过抓谋划、抓招商、
抓服务， 快速推进临港产业重点项目建
设。 “我们按照‘项目为王’理念，围绕‘现
代临港物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两大主

导产业，制定招商图谱，实施延链、补链、
强链战略，开展精准招商。 ”周口港区管
委会主任胡军华介绍，2021年，港区先后
与河南国际农产品进出口物流园、 豫东
能源储备供应中心等 4 个项目签订合作
协议；引进投资超百亿元的益海嘉里（周
口）现代食品产业园央厨广惠、热电联产
及重卡汽贸物流园等多个投资 10 亿元
以上项目落地建设，形成了签约一批、开
工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梯次发展格局，
临港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同时，该区
对外开放载体正不断增加。 一是积极融
入豫桂东盟， 与越南海防航洋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打通了与
东盟十国的水上货运通道； 与河南中外
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国际货运代
理协会签订合作协议， 积极开通国际集
装箱航线。 二是周口港口（B 型）保税物
流中心，二类水运口岸、粮食口岸等开放
平台申报建设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东方风来满眼春。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 周口整装再出

发。周口正在持续实施港城建设工程，加
速临港经济发展， 着力打造新兴临港经
济城市。优化港口总体规划，以周口中心
港为核心，布局 10 个港区，明确定位，错
位发展。 加快实施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
道“四升三”工程，统筹推进贾鲁河通航
和沿岸港口建设，推进涡河航运发展。

实施中心港扩容提升工程， 启动粮
食专用码头作业区建设， 加快推进集疏
运铁路专用线项目， 加快申建保税物流
中心（B 型）等开放平台。 加快布局临港
产业，谋划建设豫东天然气储备基地、豫
东煤炭储备基地、粮食储备中转基地，加
快推进临港仓储物流园建设。 加强与沿
江沿海港口及国际国内航运公司、 集装
箱公司、物流公司合作，开通周口中心港
至凤阳港、 南京港、 宁波港等集装箱航
线，深化与河南物资集团合作，对接中欧
班列， 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和专业管理
团队，提高港口运营管理水平。

近些年来， 周口围绕建港口、 兴物
流、聚产业、强服务、优生态、造港城，重
点提升港区集货能力、岸线使用能力、航
道通行能力、便捷通关能力，着力打造新
兴临港经济城市。

目前，周口全市上下对突出特色、发
挥优势， 加快高质量跨越发展达成了共
识，周口已经到了战略机遇凸显期、优势
潜能释放期、跨越发展加速期，奋力建设
中原崛起新高地正逢其时。

2017年开始，周口连续 3 年举办“临
港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并于 2020年召
开全国港口行业多式联运大会，有力推动
了豫东南对外开放新枢纽建设。这些活动
中，全市共引进招商项目 1251个，总投资
9553.4亿元，实际吸收外资 27.83亿美元，
引进省外资金 2259.2亿元。

周口市委、市政府主办的 2020 年第
一届周商大会上，签约项目 31 个，总投
资达 429.7 亿元，其中 10 亿元以上的签
约项目 14 个，总投资 376.8 亿元。 如今，
更多的产业、 更多的要素正在迅速向中
原港城新周口集聚， 沿沙颍河生态经济
带正在加快形成。

近几年，周口全市紧盯目标、务实重
干，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全市生产总值跨
过 3000 亿元台阶 ，2020 年实现生产总
值 3267 亿元， 连续 8 年稳居全省第五
位。经过几年努力，周口成功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等，中心城区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
响力明显增强。

不只是水上航运，目前周口造船业也
发展迅速。 周口申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顾
问王鲁豫介绍，该船厂每年能造千吨级货
轮近百艘，像这样的造船厂周口有三家。

把握新方位、践行新理念、引领新方
向，加快建设内陆大港，努力打造新兴临
港经济城市，“周口号” 巨轮必将开足马
力、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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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周口、、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周口，，我市以““临港

新城、、开放前沿””为发展定位，，按照““东向发展、、东向融入、、进圈入链””的基本思
路，，凝心聚力建设中原——————长三角经济走廊重要支点，，把周口打造成对接长
三角的桥头堡、、河南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推动周口新兴临港经济
城市加快发展。。

近几年来，，周口已经呈现出建设大港口、、实现大发展的宏大格局，，态势迅

猛，，气势逼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周口要紧紧围绕省委书记楼阳生的殷殷嘱
托，，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发展战略，，以““得港口者得天下””的气魄和““发展才
是硬道理””的理念，，打破思维定势，，看准目标，，果断行动，，尽快使周口新兴临港
经济城市的发展进入更快更好的轨道。。

为了向读者展示这些精彩的画面，，本报即日起推出专栏《《奋勇争先 更加出
彩 阔步迈进新征程——————临港新城 开放前沿》》，，敬请关注。。

周口中心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