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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大地迎蝶变 千帆奋进开新篇
———周口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记者 李凤霞 何晴

周口，跃动着生机与活力的老家周口，蕴藏着发展和潜力的希望之地。
匆匆五载，弹指一瞬。 1259 万周口儿女昼夜不舍，久久为功，一同奏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铿锵足音。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 2000 亿元、3000 亿元台阶； 常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80 亿斤以上， 今年夏粮总产 111.3 亿斤、 亩产

1009 斤；中心港相继开通 6 条国内和 5 条国际集装箱航线……一个个成绩单彰显出周口经济实力已经达到量的积累，实现了
质的跃升。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口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锚定“两个确保”，加快实施“十大战略”三年行动计划，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事业取得新成就、新突破，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中作出了周口贡献。

近年来，周口儿女牢记嘱托、拼搏奋进，加快提升综合实力；聚焦项目、攻坚突破，着力筑牢产业支撑；立足优势、谋定而动，
构建便捷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锐意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办好实事，持续加快城乡建设，增进民生福祉；强化治
理，加快转型，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今日周口，起航风正劲！ 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答卷，谱写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 、造势出
彩 ， 周口市社会经济发展喜报频
传。

作为全省重要的经济大市、农
业大市 、 人口大市 ， 周口市拥有
1259 万人口大市场、沙颍河内联外
通大通道、粮食生产中原大粮仓和
多式联运大枢纽等诸多优势，始终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全面落实高质
量发展要求 ， 深入开展三大攻坚
战 ，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今天的周口 ， 实现了经济总
量、发展质量“双量齐升”。

周口综合实力稳步增强，生产
总值跨越 2000 亿元 、3000 亿元台
阶。 经济发展增速、财政收入增速、
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发展更加
协调 、生态质量持续向好 ，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畜牧业生产

保持稳定，工业支撑更加坚实。
今天的周口，粮食作为战略资源

的核心竞争力和“原字号”特色农产
品、优质农产品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凸
显。

坚决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河南
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高质量开局起步 ，成为落实 “藏
粮于地 、藏粮于技 ”战略的周口实
践。 成功创建全省第一家国家级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商水县
为代表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成为

全国样板，全市高标准农田面积达
937.2 万亩。 常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180 亿斤以上，今年夏粮总产 111.3
亿斤、亩产 1009 斤，均创历史新高，
秋粮再获丰收。

今天的周口， 工业支撑更加坚
实。 从“农业大市”迈向“工业强市”，
周口市高度重视发挥龙头企业的引

领作用，龙头企业规模大、技术含量

高、品牌效应强，可以促进产业链延
伸，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产业集
聚。

今年上半年，我市 2 家企业被
评为国家级 “专精特新 ” 中小企
业，42 家企业被评为省级“专精特
新” 中小企业，2 家企业被评为省
级制造业头雁企业，3 家企业被评
为省级制造业重点培育头雁企业。
截至目前，我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龙头企业项目 31 个 ， 总投资
159.63 亿元， 已完成总投资 56.14
亿元。

今天的周口，临港经济加快发
展。 以周口中心港为龙头的“1+9”
港口体系 、 水铁公空多式联运体
系、“市区县园乡站村点”的物流快
递网络体系和商贸综合场站体系

正在加快形成。 7 个规模性港口建
成运营、错位发展。 沙颍河周口至
省界航道 （五升四 ）提升工程全面

竣工。 中心港相继开通 6 条国内和
5 条国际集装箱航线。今年 1~9 月，
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到全省航

运总量的 77%， 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增长 73.1%。 “黄土经济”正加
快向“蓝水经济”转型。

今天的周口，擦亮“道德名城、
魅力周口 ”名片 ，讲好新时代中原
港城故事，以文艺作品、场馆建设、
文物保护、生态旅游、文化旅游、遗
址开发保护为抓手，大力发展文化
旅游工程， 赋能周口文化软实力。
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考古
和文化保护传承，展现周口文化魅
力，提升城市影响力和吸引力。 今
年，周口市全面启动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工作，挖掘和传承周口市
历史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时代精神 ，为 “道德名城 、
魅力周口”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
要支撑。

积厚成势硕果丰

识变应变求变中赢主动， 积势
蓄势谋势中植优势。

周口市以智能零部件等三大千

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挺起
了先进制造业的脊梁；十大百亿级特
色优质产业集群势头强劲，打通了三
次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相互促
进的血脉。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架全面拉开！

聚焦项目，着力筑牢产业支撑。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滚动

开展 6期“三个一批”活动，打造出纺
织服装、食品加工、生物医药、装备制
造、新型建材、电子信息等六大产业
集群。

特别是安钢产能置换项目成功

落户周口， 填补了周口没有重工业

的空白。 目前一期项目已经实现顺
利投产，该工程的原料场、轧钢等主
体标段及生产生活中心、 仓库等配
套设施已建成投用。 预计今年营业
收入 100 亿元，年上缴税金 3 亿元，
安排直接就业 1600 余人。

总投资 147 亿元的益海嘉里现
代食品产业园项目加快建设， 目前
中央厨房项目已正式投入运营。

富士康（周口）科技工业园、盛
泰纺织产业园、 聚乙烯新材料产业
园等一大批项目相继投产， 纺织服
装产业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达到 1600 多家。

……
创新引领，积极推进“双引擎”。
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作为工业

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以数字建设
增能为引领， 以数字化赋能产业升
级， 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
向，积极推进“双引擎”。

今年， 周口新认定科技型中小
企业 405 家，同比增长 68.7%，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达 161 家。 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已经达到

80%以上，走在了全省前列；省聚乳
酸可降解材料产业研究院 7 个研究
室、2 个中心和 1 个中试基地加快
建设，市农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河南中心进驻开

业，伏羲实验室加速推进。创新已经
成为引领现代化周口建设的鲜明标

识！
群凤还巢，大力发展返乡经济。

全国部分省份返乡创业工作经

验交流会在我市召开；成功举办了第
一届周商大会，探索走出了一条由“北
雁南飞”的打工经济向“群凤还巢”的
返乡经济转型的新路子；连续举办 6
次“情系家乡周口行”活动……

加快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
“一县一主业”发展格局基本形

成，特色产业名片越擦越亮。鹿邑化
妆刷、 项城建筑防水、 商水渔网编
织、 西华无人机植保喷防、 太康锅
炉、扶沟蔬菜、郸城制伞、沈丘聚酯
网等享誉全国。鹿邑县、项城市成为
全省县域治理 “三起来” 示范县，2
个县经济总量突破 400 亿元 ，4 个
县（市）进入全省前 3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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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打造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