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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城市建筑风貌管控
把好建设质量第一关

11 月 18 日下午 ，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吉建军主持召开中心城

区重点项目第 11 次协调
推进会， 以现场办公会的形式到
重点项目建设工地， 实地协调解
决困难和问题， 研究推进措施和
方案。 副市长胡军出席推进会。

与会人员先后到中原路跨沙

颍河大桥及道路打通和中原路南

段提升改造、七一路东延、开元路
东西方向延伸、中州大道北延、新
北环路等项目工地， 实地查看了
项目推进情况。会议要求，项目各

责任单位，要全程贯彻质量第一、
安全第一、生态环保第一的理念，
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各
区、市直各部门要大力支持配合，
做好项目前置手续办理、 资金等
各项要素保障工作， 为项目建设
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强调， 要加强城市的建
筑风貌管控， 做好城市的空间立
体性、平面协调性、文脉延续性等
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从源头把好
城市建设质量的第一关。 凡重点
工程项目从立项、规划设计、资质
审查、工程招投标等环节，都要严

格把关、精准管控，确保工程项目
合法合规，防止更改规划设计、出
现遗留问题现象。 要完善城市道
路建设管理， 坚持长远规划与当
前发展相结合， 新修道路与整修
老路相结合， 优化道路综合服务
功能与提升城市道路品质内涵相

结合， 构建科学完善的城市道路
设施网络。

会议还研究了周淮路武盛大

道至淮阳龙湖西转盘段拓宽改造

项目、 淮阳县羲皇大道景观提升
改造工程和五彩路景观提升工程

等。 热搜指数：★★★★

展现出彩周口 跑出健康生活
2019周口马拉松暨善跑中国周口站赛事圆满落幕

11 月 17 日 8 时许 ，“建业集团
杯”2019 周口马拉松暨善跑中国周口
站赛事（以下简称“周马”）在市体育
中心西门鸣枪开赛，13550 名跑友激
情奔跑， 一路阅尽周口绚丽景色，尽
享周马带来的无限快乐。

据悉，本次赛事设立了全程马拉
松、半程马拉松和 5 公里迷你马拉松
3 项赛事。今年，周马以 13550 名参赛
人数，成为历年之最。

据了解，在今年参加周马的选手
中，男选手 8228 人，女选手 5322 人，
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韩国
等国家的外籍选手 9 人，年龄最大的
79 岁，最小的一岁零三个月。

周口自 2016 年举办马拉松赛事
以来，以优美的赛道、超高的人气以

及周到细致的服务赢得众多跑友一

致称赞，赛事级别也从国家铜牌赛事
升格到金牌赛事。 目前，周马已成为
弘扬慈善事业、宣传周口形象的一张
重要名片。

此次赛事，主办方围绕周口特色
和路面舒适度、居民出行方便等方面
设计，从周口体育中心西门作为起点
出发，沿途经过周口和谐公园、市文
化艺术中心、 周口植物园 、 周口公
园、川汇区文化广场、周口中心城区
沙颍河风景区等处，万余名跑友可谓
是一边奔跑， 一边享受大自然的美
景。

尤其是周口植物园， 红枫似火、
黄枫如金，色彩斑斓，分外美丽。 长达
6 公里左右的周口植物园赛道， 成为

众多选手必经的“打卡”地。
往年，周马赛事不论是全程还是

半程，中国选手夺奖者寥寥无几。 今
年，中国选手不但包揽周马半程的男
女组前三名，还包揽了周马全程女子
组前三名。

当日，经过激烈角逐 ，周马半程
的男女组前三名皆被中国选手包揽。

周马半程男子组第一名被选手

马其宝以 1 小时 16 分 44 秒的成绩
夺得，第二名被选手杜程浩以 1 小时
17 分 20 秒的成绩夺得， 第三名被选
手杨海军以 1 小时 18 分 05 秒的成
绩夺得。

周马半程女子组第一名被选手

郭蓝莹以 1 小时 37 分 57 秒的成绩
夺得，第二名被选手张云云以 1 小时

42 分 13 秒的成绩夺得， 第三名被选
手王爱华以 1 小时 44 分 35 秒的成
绩夺得。

在周马全程男子组中，来自肯尼
亚的选手分别以 2 小时 17 分 59 秒、
2 小时 18 分 01 秒 、2 小时 18 分 10
秒的成绩夺得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名。

在周马全程女子组中 ， 中国选
手包揽前三。 其中，来自山东枣庄的
选手陈丽以 2 小时 50 分 50 秒的成
绩夺得第一名， 来自河南平顶山的
选手袁桂以 3 小时 01 分 43 秒的成
绩夺得第二名， 来自北京的选手李
颖以 3 小时 06 分 32 秒的成绩夺得
第三名。

热搜指数：★★★★

������A 陈经理：周口越来越好！ 变化
大、喜事多。

向阳：祝周马越办越好。
张传华：争取明年参加。
一：国家强大，人民生活才更幸

福。 本次赛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莫过于众多跑友将爱国元素融入赛

事之中。
力豪之歌：开赛前，一曲《我和

我的祖国》唱响全场；众多跑友手里
挥舞着小国旗； 开幕式奏响雄壮的
国歌；开跑后选手们齐声高喊“祖国
万岁” ……这些都表达了大家对祖
国的无限热爱与祝福。

金之冠：2016 周口马拉松参赛
选手 5300 余人；2017 周口马拉松参
赛选手 9840 人 ； 2018 周口马拉松
参赛选手 12869 人；2019 周口马拉
松参赛选手 13550 人。 从连年不断
攀升的参赛人数可以看出， 周马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选手参加。

牛看看再看：周口的变
化很大， 是一个非常值得
“跑”的地方。

旭日东升：近年来，我市全力实
施“五城联创”，中心城区大街小巷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城市颜值
不断提升。

心中有国亦有家：跑友们一边奔
跑，一边享受大自然的美景，真是太
幸福了。

小东：周马已经成为弘扬慈善事
业、宣传周口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

赵鑫鑫：快乐奔跑，享受美
景。

耳闻一下：展现出彩
周口，跑出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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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洲州：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生态环保第一。
册：做好城市建筑风貌管控。
思恩：构建科学完善的城市道路设施网络。
山水沂蒙：严格把关、精准管控，确保工程项

目合法合规。
木子：做好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

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从源头把好城
市建设质量的第一关。

一年又一年：营造良好项目建设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