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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生机勃勃!蓄势待发的热土"

这是一座生态宜居!创新发展!魅力四射的新城#

当历史的篇章翻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 我国城镇

化进程加速推进"新区建设风起云涌$ 风云际会间"周

口东新区乘势崛起%%%

发展纪实

!""#

年初!根据城市发展现状!周口市委"市政府

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作出了向

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

年
#

月
%!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周口市城

市总体规划$

!""&'!"!"

%的批复正式出台!确定了周口

市&东拓西控'"&南连北伸'的城市总体发展布局( 在这

个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的指引下!东新区建设悄然起步(

!""(

年
#

月!作为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东新

区管委会正式成立!负责
$"

平方公里的区域建设(

!"%"

年
%%

月!东新区正式完成区划调整!辖文昌"

搬口两个办事处和许湾乡!辖区范围西起大庆路"东到

%"$

国道"南邻沙颍河"北至周淮路!面积
%))

平方公

里!人口
%(*!

万人!共有
#$

个行政村"

+

个社区(

!"%%

年
,

月!东新区正式行使一级财政管理权限(

!"%&

年
%

月!河南省政府印发)周口新区建设总体

方案*!发展定位为&三区一中心'!即城乡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对外开放示范区"现代生态宜居区!豫鲁皖苏

结合部综合交通枢纽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同年
+

月!

周口新区正式揭牌成立( 新区的批复成立!为东新区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标志着东新区步入了一

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

回首过去!!!

!"#$%&'

"""项目建设势头强劲#

&项目建设是中心城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抓手( 要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重点

工作!千方百计上项目!持之以恒抓项目!为项目建设

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确保谋划项目早落地"落地项

目早建成( '市委书记徐光在观摩中心城区重点项目建

设时强调! 如果把一个城市的发展当做一个不舍昼夜

追求赶超跨越的巨人!那如火如荼开展的项目建设!就

是这位巨人笔直挺起的脊梁( 眼下!周口城市脊梁正愈

发坚挺(周口市体育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科普中心"申凤

梅艺术中心等市级重点项目陆续投入使用,周口公园"文

昌生态园"和谐公园先后建成,甘肃景园"建业森林半岛"

福建华星"中奥地产"金质地产"碧桂园城市综合体等地

产项目初具规模,广电中心"报业大厦"人防办等项目顺

利投入使用--这些项目的建成并投入使用!迅速提升

了东新区的人气!为新区加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

至目前!东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
%)"

亿元!建成

区面积近
%"

平方公里(

"""基础配套推进迅猛#

交通设施日趋完善( 东外环路"彩虹大道"政通路"

人和路延伸工程相继开工,文昌大道"周口大道"中原

路"庆丰街"泰山路等
%"

余条主次干道建成通车!总通

车里程达
$"

多公里!&九横十二纵' 路网框架基本形

成(公益性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沙颍河城区段改造工程

有序推进!周口文昌生态园积极谋划提升改造!污水处

理厂等项目也在积极筹备中!各项市政"公用设施日趋

完善(

"""招商引资热火朝天#

!"%#

年! 东新区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目

前!天明城五星级酒店主体已封顶!一期已开始销售!

完成投资
#*&

亿元,碧桂园城市综合体一期示范区项目

已基本建成! 部分已投入使用! 完成投资
)*)

亿元,

-./.

新世界项目主体即将封顶并开始销售!完成投

资
%0)

亿元,九号院"馨丽康城"诗意江南等项目均开工

建设!部分楼盘已开始销售,计划投资
$,

亿元的周口

万盛置业有限公司国际汽车文化园项目已签订合作协

议书!正在办理环评"规划"土地等前期手续(

"""拆迁安置规范有序#

为有效解决项目建设中的拆迁难题!东新区在大广

高速以西规划了
%&

个安置社区! 覆盖
!,

个行政村"

+)

个自然村"

,0!

万亩耕地"

%$!#$

户"

$0,

万人! 总投资近

%$"

亿元( 从
!"%%

年开始!东新区先后启动了文昌办事

处康店社区$康和家园%"搬口办事处张寨社区$盛和家

园%和文昌办事处吕庄社区$祥和家园%安置区建设!一

期建成的
&,"

套住房已全部分房到户(

"""环境优化铁腕前行#

项目是龙头!环境是保障( 仅
!"%#

年!东新区先后

集中开展专题整治活动
!#

次!拆除违法建筑
!"

多万平

方米!拔除各类乱栽乱种树木
%"

多万株,制止阻工事件

)"

多起!强制带离阻工扰工群众
&$

人次,行政"治安拘

留阻工不法分子
%)

人!完成清表任务
&"""

多亩!有效

保证了各项重点项目的正常施工(

把握现在!!!

()*+,-.

"""基础实力积聚$新区发展有本可依#

历经数载辛勤开拓!东新区坚持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战略部署!在体制创新"城市建设"产业发展及社会

管理等诸多领域先行先试!开拓创新( 楼&长'高了!路

拓宽了!街变靓了!城区扩大了--&周口东新区的变

化真不小啊. '近年来!无论是周口人!还是熟悉周口的

外地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人们欣喜地看到!这座

屹立在周口之东的新城区!如今正英姿勃发!散发出独

特的魅力(

"""历史潮流滚动$新区发展有章可循#

!"%&

年
%

月!省政府印发)周口新区建设总体方案*!

周口新区成为省政府批复建设的全省第
%)

个新区( )周

口新区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了周口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

先行区+对外开放示范区+现代生态宜居区!豫鲁皖苏接

合部综合交通枢纽和区域商贸物流中心的发展定位!为

东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周口新区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东新区担负起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使命和

历史任务(

!"%#

年
%

月
(

日!周口市委三届七次全体$扩大%会

议召开!正式提出了)周口崛起方略*( 这部承载着全市

人民热切期盼的纲领性文件提出!要以会战的形式强力

推进中心城区发展!并将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口新区%

开发建设确定为&十大建设'之首(

"""人民呼声渐高$新区发展有势可借#

周口新区!是一个让周口人民充满企盼的名字( 发

展建设新区!是一个让千万人民激情澎湃的事业!对破

解中心城区发展不足难题+改变&小马拉大车'局面+打

造&一极两区三中心'战略定位+构建&一中心四组团五

支撑'发展格局+促进&三区'统筹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

义(

展望未来!!!

#/01234

!"%#

年
%!

月
!,

日! 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建志在全区

干部职工大会上谈到/&面对新的机遇+新的形势+新的挑

战!东新区要在过去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拿出新的思路

和办法! 在原有总体规划和发展基础上! 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步一步+久久为功!扎扎实实把工作开展下去( '

"""规划带动更加明显#

按照市委书记徐光提出的&四高'标准!东新区以

周口市总体规划修编成果为基础! 加快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规划编制!积极做好大广高速以东片区总体规划!

围绕都市生态农业抓好现代农业示范区专项发展规划

编制工作( 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 围绕建设行政中

心+商务中心+职教中心+文化中心 !重点发展行政办

公+金融投资+商贸物流+科技文化+教育卫生+居住服

务+都市休闲等现代服务业!提升新区承载能力(

"""基础设施更加配套#

加快推进文昌大道提升改造工程! 将其打造成新

区对外展示形象的重要通道和窗口! 确保按时间节点

全面完成工程建设任务,适时启动桂园路向东延伸+人

和路向北延伸+光明路提升改造等项目建设,积极完成

对三条农村公路和一座危桥的改建! 加快实施农村公

路&三年行动计划'!规范农村公路管养制度,积极推进

彩虹大道连接未来大道沙颍河大桥项目建设(

"""重点区域更加成型#

以行政服务中心+和谐公园+文化艺术中心+体育

中心等已建成项目和市民服务中心等待建项目为中

心!重点打造
#0!

平方公里的综合服务功能区!加速项

目组装!大力完善水+电+路+气等基础配套设施!在硬

化+绿化+亮化+美化上提速增效!打造对外形象窗口!

提升城市品位!形成新区发展亮点( 以许湾乡为依托!

突出打造现代农业示范区!重点实施&五三二一'工程(

&五'即建设&五大区域'/以光伏大棚和互联网技术为

基础的光伏农业引领区!以农科院
!"""

亩高标准粮田

为支撑的高效农业示范区!以蔬菜大棚+采摘园为主导

的生态农业观光区! 以狐狸养殖等为特色的特殊养殖

试验区!以薰衣草+药材等为重点的特色种植试点区,

&三'即培育&三大基地'/以豫东南最大的蒙牛集团供

奶基地为主的奶源供给基地! 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为依托的有机蔬菜基地!以叶黄素提炼+家禽养

殖为主的香椿生产基地,&二' 即打造新老运河两条都

市生态农业观光带,&一' 即推进一个美丽乡村社区建

设(

"""项目建设更加突出#

围绕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 项目建设到

哪!服务跟进到哪!确保新区工作同项目建设合力+合

拍+合资!建一片成一片!以点带面!努力打造新区新亮

点( 全面启动沙颍河城区段改造工程拆迁安置建设工

作,积极做好商务中心区项目服务保障工作,努力做好

市中心医院东区分院+市中医院东区分院+东新区人民

医院等重点项目协调服务工作, 全面做好华耀城后续

项目和碧桂园二期建设服务工作, 加快推进南水北调

东区水厂项目建设,积极对接国际汽车文化园项目!做

好手续办理+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全力做好&三

鱼巷'文化创意园$豫东书画文化大市场%招商引资工

作, 努力做好光伏农业与互联网农业项目落户许湾乡

的投资洽谈工作(

"""城市管理更加规范#

建立&两违'管控责任机制+巡查机制+快速处置机

制+奖惩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和新建+改建房审批机制

等六大长效机制!加大&两违'控制和治理力度,进一步

加大对
)

条示范路+

(

条严管街的高标准规范整治!以

治理&脏+乱+差+堵'为重点!强化环境整治!开展对出

店经营+占道经营+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

"""民生保障更加有力#

确保
!"%)

年完成康和家园一期
),#

套+

$0#

万平方

米安置房和祥和家园一期
)((

套+

$0$

万平方米安置房

建设任务! 全面启动盛和家园二期
#)"

套+

)

万平方米

安置房和仁和家园一期
%!)"

套+

%#

万平方米安置房建

设,加快馨丽康城+中原路两个&两小市场'建设,积极

推进东新区日供水能力
,0)

万吨的水厂及配套管网项

目建设(

在科学发展的时代强音中"东新区"正向着区域性

现代化中心城市昂首阔步前行&&

文明新区 美丽新区 生态新区 宜居新区

56789:;<=+>?()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李向锋

馨丽康城农贸市场周口市体育中心 碧桂园 建设中的康和家园

周口市东新区人民医院效果图

美丽的沙颍河畔效果图

周口东环路规划效果图

周口文昌生态园

周口市文昌中学周口市文昌幼儿园 周口市文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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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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