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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侯俊豫 见习记者 田亚楠

盛夏时节，荷花盛开。7 月 22 日晚，2022
周口·淮阳文化旅游消费季盛大开启，市民、
游客络绎不绝， 带来了人气也带动了商机。
灯火通明的商铺、人流如织的街道、不绝于
耳的叫卖声……夏日的夜晚，在淮阳区陈楚
古街、姓氏文化小镇、伏羲谷北关区域等地，
游乐园、夜市、后备厢集市欣欣向荣，丰富着
市民夜生活。 在文化旅游消费季的加持下，
淮阳区的这些“夜经济”越来越热，越来越有
魅力。

漫步龙湖感受荷花之美

夜晚的龙湖北码头，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游玩，放松身
心，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这里的地摊经济十
分繁荣，摊主在地上铺一块布、摆上几件小
商品，便可以开始经营，十分方便。各摊位上
的商品种类繁多，特色美食、人体涂鸦、手工
艺品、零食玩具等一应俱全。 前来游玩的市
民，不仅可以品尝特色美食，而且可以买到
精致的工艺制品。

“5 块、5 块，全部处理都是 5 块。 ”家住
码头附近的韦勤正蹲在摊位前大声吆喝，面
前摆放着 3 件塑料小熊，身旁的篮子里放满
了塑料小青蛙。 据她介绍，白天她在一家电
子厂打工，晚上来这里摆摊卖玩具，好的时
候一晚上能卖 100 多元。 “出来挣点外快，在
家闲着也是闲着。 ”韦勤说。

“这里的环境非常好，既浪漫又惬意，卖
的小东西我也很喜欢，经常带孩子来这里转
转。 刚刚我买了一盒梅子给孩子吃，味道很
赞，真心希望这里的风景越来越好，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 ”市民许女士说。

漫步湖畔，湖中的荷花荷叶随风摇曳，与岸边古色古香的建筑交相辉映，
不时有游客身穿汉服、手持油纸伞经过，让人不经意间落入了诗画当中。逛累
了，可以停下脚步，尝一杯饮品，赏一下亭亭荷花，别有一番风味。 热闹的夜
晚、独特的文化、特色的美食，让淮阳这座古城充满了烟火气，也点亮了这座
城市的“夜经济”。

夜游文化广场让你“嗨不停”

在伏羲文化广场，大型灯光展照亮夜空。集“形、色、光、动”于一体的灯海
夜景，给游客奉上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为淮阳这座荷花名城增添了
夺目光彩。 与此同时，舞台上精彩的表演，舞台下欢呼的游客，以及广场中大
声叫卖的小贩，为淮阳这座文化古城增添了火热激情。

灯光秀作为此处夜游的特色，主办方通过打造水陆空立体式表演，唯美
呈现了荷花主题， 充分展现了淮阳千亩荷塘胜景及特色文化旅游资源，让
广大游客震撼心神、流连忘返。

“最近天天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游玩，到处打卡拍照，晚上的灯光秀和舞台
表演特别精彩，非常喜欢这里的夜晚。 ”手持闪光棒正在观看节目的孙女士
说，“最近几年淮阳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夜晚，可去游玩的地方很多，
能生活在这里非常幸福。 ”

此外，为满足市民和游客夜游的多样性需求，伏羲文化广场与附近的姓
氏文化小镇相呼应，设立了商业活动区域，引进烧烤店、烩面馆、小龙虾等餐
饮店，并打造了热带雨林风格的露天音乐餐厅，带动周边冰粥、花艺等小业态
进场，全力营造趣味性、体验感丰富的夜游环境，形成了特色鲜明、业态丰富
的夜间消费市场。

（下转第二版）

古老“项城黑猪”成时代新宠
记者 张志新

������“走走走，快出去吃草。 ”7 月 14 日
一大早，趁暑气未起，项城市千佛阁街
道办事处千佛阁社区周营村的周全

喜，来到自家的养殖场，“咣当”一声打
开了猪舍的小门， 然后张开双臂弓起
身子将 3 头两个多月大的小黑猪赶到
门口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上。 看见带
着露珠的嫩草，3 头小黑猪欢快地扭着
屁股，“哼唧哼唧”一头扎进草丛，尽情
享受美食。

“你们仔细看看这几头小黑猪，背
腰宽长，嘴短稍翘，耳大下垂，额头皱纹
较多，四肢粗壮，结实有力，是典型的古
老‘项城黑猪’。 ”有着 20 多年生猪养殖
经验的项城市鑫发养殖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周全喜说，“‘项城黑猪’又称‘项
城猪’，因爱吃草，也有‘草猪’之称，养
殖历史悠久。 ”

只要不忙，周全喜就会将猪舍里的
几十头小黑猪轮流赶出圈舍“加餐”。此
外，周全喜还为成年黑猪圈舍装上了空
调，“待遇”可不一般。

提起“项城黑猪”，以前可是与泌阳
驴、固始鸡、南阳牛等比肩齐名的地方
优良品种，久负盛名。然而，随着时代变

迁，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外来
品种引入，加之群众单纯追求经济利益
等因素，“项城黑猪” 的数量慢慢减小，
最终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项城人逐渐认
识到了“项城黑猪”的独特价值，积极开
展保护行动，使“项城黑猪”成功保存下
来。 目前，“项城黑猪”的品牌正在得以
重塑。

历史悠久 声名远扬

追溯养殖历史，“项城黑猪”已形成
2000 余年，其最古老的培育时期可追溯
到 5000 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

据《项城县志》记载，“项城黑猪”简
称“项猪”，是河南地方著名猪种之一，
为华北型古老猪种；过去，因地理偏僻、
交通不便，没有渗入外来猪种，遗传性
稳定， 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
逐渐形成“项猪”；历来以新桥和谷河、
汾河沿岸一带的“项猪”品种最好；曾分
布于邻近的商水、淮阳、沈丘、平舆、上
蔡等县；先后被引入湖北、安徽、甘肃、
青海、浙江等省。

《项城县志》还记载，“项猪”与其它
猪种相比最显著的特点是善游泳，在深

水中头部高昂，脊背裸露；在过去交通
不便的情况下，涉水方便，可成群长途
赶运；体型适中略长，背腰平直且宽，四
肢发达 ，体质健壮 ，性情温顺 ，产仔率
高，善粗食；肉质坚实，香嫩可口，为肉
质兼用型猪。

中州古籍出版社刊物 《中州名典》
曾刊登 “项城黑猪 ”介绍 ：项城市位于
黄淮平原腹地，群众素有养猪习惯，且
极为重视选种选配， 因没有渗入外来
猪种的血液，遗传性稳定，生产性能较
强，为中国华北型猪的代表，在养猪业
享有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项城黑
猪”作为地方品种资源被录入《祖国优
良优畜名种 》（农业出版社 1956 第 lV
期）。1996 年，“项城黑猪”以河南省地方
优良生猪品种资源而被录入 《中州名
典》河南十大名畜地理标志产品。

扎根乡土 生命持久

项城市地处黄淮平原， 地势平坦，
土质肥沃，气候适宜，水资源丰富，是豫
东产粮主要县市，养殖业发展具备得天
独厚的资源优势。

（下转第二版）

让“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
———太康县行政服务中心倾力打造政务服务品牌工作综述

记者 张洪涛 通讯员 郭玉梅 王贤亮

������为扎实推进 “放管服 ”改革 ，全面
优化营商环境 ，进一步方便企业和群
众办事 ，近年来 ，太康县行政服务中
心持续围绕 “提速 ”和 “便民 ”两个工
作核心 ，不断强化服务意识 ，以能力
提升引领环境优化 ，以作风转变激励
担当实干 ，切实解决营商环境建设中
的堵点 、难点 、痛点问题 ，用优质高效
便捷的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对政务服

务的满意度 ，让 “审批不见面 、办事不
求人”成为常态。

在 2021 年河南省全域营商环境评
价中，太康县政务服务评价指标再次取
得优异成绩，在全省 103 个县（市）中排
名第六位，较 2020 年提升了 2 个位次，
连续两年在周口排名第一位。

“营商环境的改善要从小事做起，
以让群众满意为最终目标， 用心做事
干事，用情搞好服务，让太康营商环境
在全市做示范、在全省走前列。 ”6月 24
日，市委常委、太康县委书记皇甫立新
在太康县行政服务中心调研时提出了

具体要求。
“一把手走流程” 服务质效再提升
“通过现场办公、换位体验的方式，

来解决服务窗口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
出利企便民举措，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
办事……”今年 6 月，太康县人社局局
长李晓虹严格按照 “一把手走流程”确
定的 19 项目录清单， 先后到县人社局
在县行政服务中心的 14 个服务窗口体
验各个业务办理环节，并现场了解办事
群众对服务窗口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发现的企业、群众等待时间长、
审核复核时间长等问题，我们要立行立
改，提升办事效率，坚决做到一次办、一
窗办，切实为群众办好事，让群众好办
事。 ”李晓虹表示。

在太康县行政服务中心的转诊窗

口，太康县医保局局长马团结了解到有
群众反映转诊电话打不通的情况后，立
即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增加座机，迅速调
整转诊工作人员，确保群众及时转诊备
案，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这是太康县行政服务中心开展“一
把手走流程”活动的一个缩影。

为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太康县行政
服务中心按照市委常委、太康县委书记
皇甫立新调研时的要求，大力开展“一
把手走流程”活动，让各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深入窗口，以办事群众、窗口工作
人员的身份，零距离、全流程体验办事
环节、办事效率、服务态度等，认真查找
问题、解决问题，真正解决群众办事过
程中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推进
办事流程再优化、 服务质效再提升，推
动政务服务出实效，把政务服务做到群
众的心坎上。

“一把手走流程”，是优化营商环境
的“一把尺子”。据太康县行政服务中心
主任仝晓峰介绍，他们制定了 19 项“一
把手走流程”目录清单，将发现的问题
及时整改落实，以更多暖民心、惠民生
的行动，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群众
满意度。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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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的 山 海 情

我国首个科学实验舱发射成功

“问天”踏上问天之路

新华社海南文昌 7月 24日电 （记者
李国利 黎云 张瑞杰 ） 7 月 24 日 14 时
22 分，搭载问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 B 遥
三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准
时点火发射 ，约 495 秒后 ，问天实验舱
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
施以来的第 24次飞行任务，发射的问天
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 也是
首个科学实验舱。问天实验舱由工作舱、
气闸舱和资源舱组成， 起飞重量约 23
吨，主要用于支持航天员驻留、出舱活动
和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同时可作为天和
核心舱的备份，对空间站进行管理。

后续， 问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
与核心舱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 神舟十
四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问天实验舱开展

工作。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运载火箭及问

天实验舱， 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所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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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今年的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

书记张建慧提出，坚持“临港新城、开放
前沿”的发展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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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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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完善以周口中心港为龙头的“1+9”
港口体系 ，推进 “一县一特 ”专业码头
建设，明确定位，错位发展。

为充分展示各港口发展近况 ，让
读者了解周口打造新兴临港经济城市

的最新成果，即日起本报推出《临港新城
开放前沿———我市构筑“1+9”港口发展
体系巡礼》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风起潮涌 ，只争朝夕 ；万里之航 ，
始于当下。

对于千万周口人民来说，碧波荡漾
的沙颍河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千百
年来， 她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周口人民，
一座座新兴城镇依靠这条母亲河崛起、

繁荣。
近几年，周口依托沙颍河这条通江

达海的 “黄金水道”， 呈现了建设大港
口、实现大发展的宏大格局，态势迅猛，
气势逼人。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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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临港经济加快发展，
积极争创国家级临港经济区，把周口打
造成为中原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河南
对接‘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市委
书记张建慧强调，周口要凝心聚力建设
中原—长三角经济走廊重要支点。

扬波大海，挺进深蓝。 如今，打造
新兴临港经济城市 ， 已成为周口的
新使命，千万周口人民正以昂扬斗志，
在三川大地上描绘着气势恢宏的壮丽

画卷。

“黄金水道”蓄势崛起

7 月 6 日，天气炎热 ，记者一行来
到周口中心港。 远远望去，港口在沙颍
河的怀抱里显得生机勃勃。

沙颍河是淮河的最大支流，周口境
内航道里程 162 公里， 是国家规划的
“二横一纵二网十八线”中的一线。周口
临港经济发展以沙颍河为主，沿沙颍河

依次布局有西华港区逍遥港、 商水港
（邓城）、周口港区的周口中心港、项城
亿嘉港区、沈丘纸店作业区、刘湾作业
区等重要港口。

据了解，按照“一港一主业”错位发
展、优势互补的原则，周口市已建成规
模性港口 6 个、泊位 83 个，年设计吞吐
能力 5000 万吨， 拥有航运企业 18 家，
从业人员 2 万余人，货运船舶 2192 艘。
周口中心港规划东、中、西 3 个作业区，
77 个千吨级泊位，其中中部作业区的 8
个挖入式港池、47 个千吨级泊位全部
投用，设计功能以集装箱为主，兼顾件
散货和大件货物 ， 设计年吞吐能力
35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 80 万标箱。
大广高速港区站距码头直线距离 1 公
里左右，实现了公水联运无缝对接。 直
通港口码头的铁路专用线项目，目前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据统计， 周口全市 2021 年港口吞
吐量 2915 万吨，同比增长 56.7%，占河
南全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 71%。 2022
年以来， 我市大力提升港区集货能力、

岸线使用能力、航道通行能力、便捷通
关能力“四种能力”，货物吞吐量显著提
升。截至 6 月底，周口中心港 2022 年上
半年货物吞吐量 464 万吨，比上年同期
增长 40%；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20968 标
箱，比上年同期增长 73.6%。

国际航线货运全球

夏天的周口中心港， 处处热火朝
天，一片繁忙景象。碧波荡漾的河面上，
一艘艘货船正在等待装卸。

记者了解到，周口中心港集散的货
物有国内的粮食、建材、工业原料等，还
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豆、 小麦和原木。
丰富的货物种类，得益于周口中心港的
内联外通功能。 今年 2 月，随着一声声
嘹亮的汽笛声，来自河南、山东、河北、
湖北、江西 5 省的数百件货物齐聚周口
中心港码头， 即将踏上前往非洲的旅
程。这标志着周口中心港打通了一条新
的外贸物流通道，实现了周口水运集装
箱外贸“开门红”。 （下转第二版）

周口中心港：“黄金水道”起龙头
记者 张劲松 宋风 何晴/文 轩洋 王亚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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