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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马治卫

周口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载体又是什

么! 随着本报"论道周口#系列报道的推出$

不少市民从中找到了明确答案% 事实上$"论

道周口&系列报道不仅引起了本土读者的广

泛关注$对身在外地的周口人'广大网友也

产生了较大影响% "大手笔&'"大气魄&'"(论

道周口) 就是一张张周口发展的 (鲜活名

片)#**提及这组系列报道$各界人士在评

价中不吝赞美之词%

老家在太康的王兵$研究生毕业后在西

安发展$虽然工作很忙$但他通过中华龙都

网时刻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王兵坦言$

+周口晚报,近期推出的"论道周口&系列报

道$他每篇必读% 王兵说$周口如何发展$通

过拜读"论道周口&$答案越来越明确$路径

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把改革开放'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作为动力手段$以要素集聚'科学

发展'产业集聚区建设作为载体平台$一个

搭台$一个唱戏$使各种生产要素在此实现

集中'整合'发酵'嬗变$催生现代周口发展

的巨大市场张力$实现周口更高层次'更大

规模'更快速度发展%

同王兵一样$ 老家在商水目前在上海

发展的李永利 $也对 "论道周口 &系列报道

给予了很高评价% 李永利很在乎周口的形

象$他认为$形象是生产力$形象是竞争力$

形象是向心力% 一个地方的形象如何$直接

决定着人民群众对这个地方的认知' 好感

和信赖程度% 他说$"论道周口&系列报道$

不但是周口发展的一张张 "鲜活名片&$同

时从某种程度上说$ 报道极大地提升了周

口的形象% "这样的连续报道$ 要多做'做

深'做透$长此以往$周口的形象提升了$软

实力也就增强了% &李永利建议$每位周口

人要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爱周口形

象$有损周口形象的话不说$有损周口形象

的事不做%

作为一名生意人$ 在商场上打拼多年

西华籍成功人士刘凯在读 "论道周口 &后 $

对招商引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 刘凯认

为 $招商引资一定要接地气 % 在产业集聚

区快速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加快的阶

段$招商引资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现阶段$

招商引资正在由 "政策招商 &转变为 "产业

招商&'由"多元招商&转变到"精确招商 &'

由 "政府招商 &到 "企业或中介招商 &'由

"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由"推介招商 &

到"招商营销&'由"关注项目'资金 &到 "注

重企业家 &% 只有把握好招商引资的发展

趋势$才能更好面对 "狼多肉少 &的招商环

境%

"从(论道周口)报道中$我认识到了周

口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既是周口经济社

会发展的短板$又为其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

巨大空间与可能% 近些年$周口产业的集聚

加速了工业崛起$ 让周口创造出多个第一-

金丹乳酸产量亚洲第一. 莲花味精出口量'

五得利单体面粉加工量全国第一.金丝猴糖

果' 益海粮油在同行业知名度河南省第一$

我们从发展中看到了周口的希望% &网友/我

爱川汇&则表示从报道中看到了周口发展的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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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牛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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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如何发展! 周口的明天会是什么样! 一般来

说$很多人认为这些问题是政府操心的事$很少和市民

产生联系$而+周口晚报,推出的大型新闻策划"论道周

口&却打破了这种常规% 一个多月以来$+周口晚报,用

."

个版面$以前所未有的切入点$多角度畅谈周口发展

正能量$持续的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周口在河南省各地市的经济排名'城市发展规模'

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等一系列话题$是刘伟与外地朋友

聊到家乡时所刻意回避的% 刘伟出生于
!6#5

年$一直

居住在周口中心城区$ 在他的印象中周口一直以来都

是落后的$无法和省内其他地市相比%

作为一个深爱家乡的青年$刘伟闲暇时也会考虑-

家乡怎么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自己在什么地方为家

乡做点事%

7

月初$刘伟从订阅的+周口晚报,上偶然间

看到系列报道"论道周口&$最初刘伟并不以为然$他的

第一印象是"一个地市级媒体谈周口发展$谈得不会有

深度$也就是给当地发展唱高调&% 在连续看了几篇报

道后$ 刘伟改变了原有印象-"看了几篇报道后我眼前

一亮$原来小问题存在着大发展$没想到从一个身边常

见的小事$也能发现咱周口有着这么好的发展前景% &

"这一系列报道$从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事'一个问

题$引出一个行业'产业$甚至一座城市的发展趋势$通

过不同角度' 不同高度的报道$ 能细化分析出这一个

事'一个问题蕴藏的发展机遇% 这打破了我平时看问题

的思路$启发我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发展中的家乡% &

刘伟认为$个人看问题$有时候思路比较狭窄$这组报

道从各个方面谈周口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发展$ 让人眼

前一亮%

在市某机关工作的常先生表示$ 他最近一直都在

关注+周口晚报,的新闻策划"论道周口&% "这组系列报

道的推出符合周口现在的需要% 在周口确定发展纲领

的当下$ 怎么调动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周口发展的积极

性十分迫切$而这组报道应时推出$将周口发展前景呈

现给了市民% &这是他对这组报道的看法%

"(论道周口)中讨论的问题看似小问题$其实和市

委市政府确定的+周口崛起方略,有着紧密联系% +周口

崛起方略,是政府从全面角度总结出的周口发展纲领$

而(论道周口)中讨论的内容更贴近市民生活$是从市

民生活中延伸出周口发展的讨论% 在众多市民百姓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周口崛起方略,的精髓$+周口

崛起方略,是周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论道周口)是

在周口发展战略决策下的讨论% &常先生认为$他从这

组报道中读出了接地气的周口发展思路$ 读出了周口

发展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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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专科起点&专业

法学'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工商管理'会计

学'行政管理'学前教育'护理学'市场营销%

二$专科专业

法学'工商管理'会计学'金融'行政管理'小

学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建筑施工

与管理'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与管理'水利水电工

程与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人口与家庭'护理

学'社会工作'园艺等%

三$!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试点专科

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医'农村行政

管理'乡镇企业管理%

四$报名对象及要求

本科层次招生对象为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

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0含专科1以上学历者%

专科层次的招生对象为具有高中和中等专

业学校及以上学历者%

五$各县学习中心招生报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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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012年成人高招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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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起点专科专业设置及学习形式'

学院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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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高中起点专科招生

专业

师范类专业-小学教育'语文教育'音乐

教育'美术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教育管

理等%

非师范类专业-市场营销'农学'工商管

理'园艺技术'园林技术'畜牧兽医'建筑工程

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通

信技术'会计电算化'经济管理'食品营养与

检测'动漫设计与制作等% 0该类专业考试科

目-语文'数学'英语1

5/

周口广播电视大学

理工类-建筑工程技术'市场营销'汽车

检测与维修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0该类专业

考试科目-语文'数学'英语1

二$专科起点本科招生专业

59,"

年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在

我院设立了函授站$ 并由我院电大成人教育

培训部具体负责周口市的招生及教学管理工

作%

,/

河南农业大学!代码"

$69

#

理工'农学类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食品质

量与安全'汽车服务工程'交通运输'生物工

程'应用化学'电子信息工程'农学'烟草'园

林'动物医学等% 0该类专业考试科目-政治'

英语'高等数学1%

经管类专业-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土地

资源管理'工商管理'法学'会计学等% 0该类专

业考试科目-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二1

:/

河南工业大学

理工类专业-工商管理'土木工程% 0该类

专业考试科目-政治'英语'高等数学一1

三$报考对象#具有高中'中专'技校及其

以上学历的在职人员和社会青年均可报读%

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已经取得了国民教育

系列的专科毕业证书%

报考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农学$

园林技术$ 园艺技术和河南农业大学涉农专

业的学生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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