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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因港

而生!史称周家口 !素有 #小武汉 $之称 !曾呈

现#万家灯火侔江浦 %千帆云集似汉皋 $的繁

荣景象&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加快沙颍河等重

点航运工程开发! 省政府明确要求将周口港

建设成为区域性重要港口! 与郑州航空港有

效连接& 为此!作为全省内河航运唯一实现通

江达海的周口市!找准自身定位!抓住难得机

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有效填补

了中原经济区内河航运交通的空白!实现了周

口与国家'一带一路$的深度融合&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有人说!人类的全部

文明都是从历史长河的深处顺水流淌而来"

岁月悠悠!江河滔滔" 千百年来!古老的沙

河#颍河#贾鲁河蜿蜒流经周口大地!孕育了两

岸灿烂的文明"由河而船!由船而航!水运作为

一种原始的也是先进的运输方式自然萌生!见

证了周口的风云变幻#兴衰沉浮"

近年来!周口依托沙颍河岸线!明确$东拓

西连#建港促融%的发展思路!向东拓宽提升沙

颍河下游航道!打通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实施沙颍河上游航

运开发!促进贾鲁河通航!衔接郑州航空港和

郑欧班列!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效填补

了中原经济区内河航运交通的空白!实现了周

口与$一带一路%的深度融合" 如今!全年通航

的沙颍河已成为连接内陆和沿海经济的一条

大动脉"

东拓!打造豫货出海口

周口位于中原经济区的东南板块!从区位

条件上看是河南省的东南门"周口是密切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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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颍河的通航!为周口人的港口复兴梦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更为中原经济区联系长三

角!成为豫东门户#区域枢纽提供了设施支撑"

以周口港为起点!沿沙颍河可以有两条通

道实现通江达海" 其一是沿淮河而下!经安徽

省的阜阳 #蚌埠 !江苏的淮安 !从江苏盐城入

海!可与沿海的盐城港#大丰港等港口联系"其

二是沿淮河而下!从安徽寿县经江淮运河!从合肥入巢湖!再从芜湖接入长

江航道!进而与江苏南京#上海等长三角地区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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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周口作为全省唯一通航的地级城市!必将

成为全省的$入海门户%"

西连!让中原名品游世界

向西!周口实施沙颍河上游航运开发!促进贾鲁河通航计划!衔接郑州

航空港和郑欧班列!从而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据悉!由郑州开往德国汉

堡的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从郑州铁路集装箱货运中心站驶出!是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重要配套项目"该班列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对外开放

平台!成为连通郑州到欧洲#沟通世界的国际铁路物流大通道"

郑欧国际铁路货运班列经由新疆阿拉山口市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后到达德国汉堡!沿途经过
!

个国家!历经两次转关#

两次换轨!全程
"#$"%

公里!历时
"&

天到
"'

天!比走海运节省
$#

天左右"

此外!郑合高铁作为河南省$米%字型铁路建设的重要一支!连接河南

省郑州市与安徽省合肥市!是河南省与安徽省共同规划建设的一条高速铁

路!也是连接中原地区与华东地区的重要铁路大通道" 郑合高铁可将郑州

至合肥的铁路运输距离由目前的
&#$

公里缩短为
!#"

公里!也把从周口到

郑州的通行时间缩短为
%#

余分钟" 该项目建成后!可与郑万高铁#郑徐高

铁#郑西高铁#宁西高铁#沪汉蓉高铁无缝连接!大大提升郑州和合肥的铁

路枢纽地位" 郑合高铁经我市的西华西站#周口东站#项城北站#沈丘北站

进入安徽省境内!经界首市!在阜阳西站'新建站(接正建的商合杭高速铁

路至合肥"

周口作为中原经济区$郑州)合肥发展轴带%上的重要城市#通往华东

地区的战略前沿!做大做强内河航运!更能充分发挥$桥头堡%作用!服务承

接发达国家及中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资源输出"漯阜铁路经过我市!

也有效拉近河南#安徽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对打通陕西#

山西#内蒙西与东南沿海的能源运输通道!促进东#中#西地区的经济文化

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续建!航道扩容"开大门#

沙颍河常年通航之后!按照$梯次实施#持续发展%的工作思路!周口市

积极实施航运项目!目前在建项目
$

个!即沙颍河周口至漯河航运开发工

程#涡河航运开发二期工程!均为省重点航运工程" $下转第二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

&

月
(

日

上午 !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

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主持会议 "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庆森# 王建庄#

董志辉#游保峰#解冰山#张明山#杨永志

和秘书长王富生出席会议" 副市长刘政

列席会议"

会议研究决定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建议议程#日程安排等事项"

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对全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工作的专题调研报告& 听取和审

议关于检查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

例+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关

于对市开发区#市东新区
$#"%

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
$#"!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草

案(的初步审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对

全市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作的视察报

告&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贯彻执行情况的报

告& 听取和审议关于对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工作的视察报告& 听取和审议

关于对市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法律监督

工作情况的视察报告" 会议还听取和审

议了市政府提请的人事任免报告"

会议决定 ! 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八次会议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

周口举行" 会议建议议程,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

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

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作情况的专项

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 *中华

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和 *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贯彻执

行情况的报告 & 听取和审议关于检查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条例+ 贯彻执

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

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专项工作报告&听

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法律

监督工作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

审议市开发区# 市东新区
$#"%

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
$#"!

年财政预算的报告 &

人事任免事项&其他事项"

徐光在讲话中指出!市人大常委会

机关各有关委室要认真做好市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根

据主任会议提出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

相关报告和会议材料!加强与政府有关

部门和法检两院的沟通协调!确保会议

如期召开" 会议期间!要认真审议相关

工作报告 !依法履行职责 !努力提高会

议质量"

徐光强调! 市人大常委会要适应当

前的新形势!按照$重在持续#重在完善#

重在落实#重在提升%的要求!以更高的

工作水准#更严的工作纪律#更扎实的工

作作风!把人大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在

加快实现周口崛起#富民强市#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

全市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正在有序进

行! 市人大常委会要结合实际! 精心组

织!细化方案!通过专题教育严谨工作作

风#严肃工作态度#严明工作纪律!树立

人大常委会机关的良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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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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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一高初中部博雅班欢迎您
!!!!!!

淮阳一高初中部博雅班是在淮阳一

高优质初中的基础上! 为让学生进一步

健康全面发展而设立! 是淮阳一高倾力

打造的特色办学品牌"

$博雅%!即博学启智#儒雅知礼!其办

班宗旨是为培养素质全面兼具特长#创

新能力突出# 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

才奠基"

一)培养目标!学业更扎实#特长更突

出#身心更健康#发展更全面"

二)培养模式!小班额精心教育#全

方位精细管理#重发展精准定位#高标准

精确谋划"

三)博雅班特色!

#

科学高效的课程设置"实行$国家

课程
)

校本课程
)

拓展课程%三维课程体

系" 国家课程注重操作探究和学生能力

提高&校本课程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和个性张扬&拓展课程丰富多彩!魅力

无穷"

#

高水准的师资配备" 选定教学理

念先进#教学水平突出#教学经验丰富#

有强烈责任意识和创新精神的教师担任

班主任和各学科老师"

#

无间隙的学困辅导"以人为本#因

材施教#小班授课#个性辅导!为每名博

雅学子配备
"

名导师! 进行无间隙学困

辅导"

#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体育#音

乐#美术#舞蹈#书法#武术#文学等社团活

动丰富多彩!注重兴趣爱好的培养#涵养

性情的熏陶! 努力提升学生高雅生活志

趣!使之身心更健康#发展更全面"

#

暖心一流的服务" 学校秉承$为家

长#为学生提供一流教育服务%的宗旨!

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文体室#音乐室#舞

蹈室# 武术馆# 多功能实验室等设施齐

全&学生公寓内设空调#电话#卫生间#洗

衣房#热水沐浴器等!并配备专业生活老

师&现代化学生餐厅!实行配餐制!菜肴

丰盛!营养均衡"

四)招生计划及对象!

博雅班
$#"!

年首届招生! 设
$

个

班!在全市范围内择优招生
*#

人"招生

对象为全市各县区优秀小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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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融入生命之河

刘继标主持召开中心城区重点项目第 !"次协调推进会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

&

月
'

日下

午!市长刘继标主持召开中心城区重点

项目建设第
"&

次协调推进会! 研究大

广高速周口港区收费站高速出口建设

和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颍东路至后赵

寨段工程建设工作" 市委常委# 常务副

市长刘保仓!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国连!

副市长刘政#王田业!市政协副主席#市

发改委主任程新华及市政府秘书长张继

林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

聚区管委会关于大广高速周囗港口收

费站高速出口建设情况的汇报"

+%!

大

广高速公路线路总长
,%$(

公里! 其中

周口境内全长约
"%#

公里" 近几年!随

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心城区框架不

断拉大 !以及区域路网结构变化 !现有

的周口东互通立交服务功能及效率已

无法满足城市发展要求" 为此!我市提

出在李埠口乡东南大广高速与
+,$(

'原
-"#$

(处新增一处互通立交" 刘继标

指出!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是我省

唯一的以内河港口为依托的产业集聚

区!发展前景广阔!充满生机活力!在周

口港区建设高速出入口不仅符合我市

城市发展要求!也有利于带动港口物流

产业集聚区发展"

刘继标对省高发公司和大广高速周

口公司对在周口港区设置出入囗工作的

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建设方案要按照

尊重科学和技术的原则! 与城市总体规

划相衔接!并在目前方案工作的基础上!

再进一步深入研究论证! 完善规划设计

方案"要加强与省交通厅#省高发公司的

沟通对接!争取项目尽早批复"涉及项目

建设的市直有关部门要做好服务与配合

工作!加快办理完善各种手续!力争项目

早日开工建设"

周口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颍东路至

后赵寨段建设工程! 是中心城区与港区

互联互通的重要通道! 是周项快速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道路通行能力已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量需求! 改造

提升迫在眉睫"按照市政府要求!为增强

中心城区辐射带动能力! 拟对该路段重

新立项!按城市道路标准建设"刘继标强

调!要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高道路规划

设计标准!增加两边绿化带面积"要加快

联审联批!抓紧办理各项手续!促使项目

早日开工建设" 同时! 在项目推进过程

中!对研究确定事项推进不力#落实不到

位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抓几个典型!公

开处理!公开曝光"

会议还研究了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

司
$!&&#./

超超临界'上大压小(燃煤

机组扩建工程推进工作"

三夏播报

!!!!!!&

月
(

日!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市区一超市内摆放蔬菜&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

年
!

月!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0$1

& '牟宇 摄(

我
市
麦
收
进
入
扫
尾
阶
段

!!!!!!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

月
(

日!记者从市农业局

获悉 ! 截至
&

月
(

日
"*

时! 全市小麦收获面积已

达
''(0,

万亩! 占应收面

积的
'(1

! 全市麦收已进

入扫尾阶段! 夏播工作正

在全面展开"

&

月
(

日! 全市日收

割进度
""!0*

万亩!商水#

太康#沈丘#项城
%

地麦收

基本结束!扶沟#西华 #郸

城# 淮阳的麦收也都超过

七成! 全市小麦未收割面

积仅有
"##

万亩"

在完成夏收的同时 !

广大农民抢时播种! 我市

夏播工作全面展开" 据市

农业局统计! 截至
&

月
(

日
"*

时!我市已完成夏播

&*%0&

万亩!占预计播种面

积的
&*0$!1

! 夏播日进度

"!*

万亩" 商水#淮阳#沈丘夏播均

接近或超过七成"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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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入选 +&名"最美*+ 请您投上宝贵一票

融入,一带一路* 助力周口崛起
$上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