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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些许不舍!也伴随着些

许遗憾!周口晚报大型策划"论道

周口#暂时和众位读者朋友说"再

见$%从
!

月
"!

日"论道周口$第一

篇&周口旅游'咋让远方的客人留

下来( )开始!周口晚报以每期至少

一个版的篇幅!围绕周口如何发展(

周口的明天会是什么样( 周口如何

整合资源优势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撷取相关专家和市民的建言献策!

通过以点带面*细化解读等方式!从

旅游经济*城市建设*新区发展*社

区建设* 沙颍河规划建设等方面论

周口*道周口!多角度传周口正能

量!促周口发展%到目前已发表+论

道$

#$

篇! 市民百姓街谈巷议!我

们的初期目的已经达到%

+论道周口$目前暂且告一段

落!但周口发展永无止境!群众创

造永无止境!我们将在恰当时机再

次+论道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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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月
9:

日开栏至今!"论道周口#大

型系列报道!共用
#5

个整版的篇幅!全面聚

焦了务实周口坚实崛起的发展历程$ 收集%

回顾%总结经验!记者发现这是&周口晚报'

创刊十多年来一次史无前例的纵览全局%横

跨各界的集中报道!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收

获$

!

月
9!

日刊登的&周口旅游(咋让远方

的客人留下来)'%

;

月
$

日的&*周口书画#信

步九州欲称雄'%

;

月
96

日的&把玩*历史#让

周口人更优雅'%

;

月
9<

日的&关帝庙(周口

最富内涵的老字号'和
5

月
66

日的&文化周

口(一个城市的文化深耕'!这一张张文化名

片将周口文化发展史完美展现!并结合有关

专家提出了跨步提升的发展思路$

论道寻通衢$ 现在!外地游客到周口旅

游!最多两个小时就能游完一个景点!业内

专家坦言!从现阶段来看!周口的旅游业整

体仍处于初始阶段!制约发展的因素主要体

现在旅游产业链条较短% 主题形象不鲜明%

缺乏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基础设施不够完

善$周口旅游该怎么发展)专家建议!首先以

*人文周口% 智慧周口% 生态周口和风情周

口#作为城市总体印象!然后从资源%文化%

交通%区位%市场%机遇等方面对周口旅游业

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予以分析!*大旅游#仍需

*大步走#!树近期目标%作长远规划!有足够

的吸引力把客人留下来!带动周口旅游经济

全面发展$

在书画收藏界!周口名气很大!很多人

都知道我市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第四个书画

收藏品集散地!在全国书画市场中占据举足

轻重的地位!全国业内人士广泛流传有这样

一句话(*如果你没去过周口!那你肯定不是

著名的书画艺术家$ #近年来!*周口书画#已

经成为我市一项文化支柱产业$

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 作为书画近

亲的古玩收藏多年来也是暗流涌动$ 古玩收

藏!承载着周口传统文化的一道血脉!也为

推动周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月
=>

日刊登的 &点燃新区奋起的激

情'!

;

月
6

日的&城市的未来由社区定义'!

;

月
9

日的&沙颍河(母亲河的深情呼唤'!

;

月

9$

日%

9:

日%

95

日的*风味之都#三步曲&舌

尖上的周口风味小吃'%&周口小吃金字招牌

何时发光'%&聚小吃之广博!成*风味之都#

大道'!

;

月
=6

日的&科技让周口农业越来越

金贵'!

5

月
5

日的&产业周口(集聚梦想描绘

崛起蓝图'!

5

月
69

日的&生态周口(科学崛

起的心灵之约'! 这些整版解读周口发展成

就的文章!体现了周口发展进程的厚重资源

与强劲动力$

我市某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负责人审时

度势地讲!周口制定了 *东拓西控 !南联北

伸#的城市发展战略!确定了城市向东发展

为*优先#基调!注定了周口新区成为周口未

来发展的中心区域!而身处周口新区的我们

必然会享受到这片区域快速启动发展所带

来的重大利好$ 要想点燃周口新区奋起的激

情!需要零污染的人居胜境%高品位的文化

园区!需要一改昔日周口 *农 #字突出 %*土

气#浓重的格调和形象!使周口实现历史性

嬗变$

中心城区的大小社区!是这座城市的基

本元素和细胞$ 周口通过打造服务型社区%

网格化管理%精细化建设!使社区这个小单

元%小元素的潜力释放!汇聚成一股凝心聚

力%和谐奉献%奋力争先%拼搏创新的精神力

量!以不断回归舒适%休闲%健康%安全和文

明等人类最基本的追求为取向!正推动着周

口这座城市迅猛崛起!也指明了周口走向和

谐%宜居的发展方向$

至于*风味之都#三步曲!则大有看头$

周口因航运商贸而生!周口的风味小吃也一

直吸纳各地小吃精髓!并将之打上周口的印

记!逐渐形成具有周口特色的风味小吃$ 随

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市民生活节奏加

快!周口风味小吃的市场逐渐扩大!小吃经

济潜藏着巨大经济增长点$ 据周口市食品监

督所统计!截至
9>6=

年底!全市取得&餐饮

服务许可证'的餐饮服务单位达到
:9:!

家$

如逍遥镇胡辣汤%关记烧鸡%酱蒲菜%周家麻

花%孔集烧鸡%试量狗肉%王三水饺%太康马

头牛肉% 郸城张集熏鸡++这些带有周口

"印记,的品牌小吃!不知勾起过多少他乡游

子对家乡的记忆$

*论道周口,!当然要把农业重磅推出$

5

月
9

日!著名经济学家龙永图*龙眼看周口,

与本报*论道周口,完美对接!进一步体现了

&周口晚报'在促进周口经济建设与发展中的

核心价值和责任担当!这是一次周口责任的

具体体现!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理论集成$

正如龙永图所讲(*农业是周口的骄傲!

是周口最大的资本!周口农业已经从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周口人民应该因农业而

自信$中国加入
?@A

!其中一张王牌就是农

业课题!而且!农业将是未来最赚钱和最具

前瞻性的产业$ ,

关于宜居城市%社区建设%城镇化建设

等问题!龙永图表示!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

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发展要有利于促进经济

增长!要注重打造产业平台!特别是注重服

务业产业平台$ 我们的城镇化过程是个制造

就业岗位的过程! 而不是制造楼房的过程!

这一点是我们城镇化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对此!&周口晚报' 专门拿出
=

个版面!

分别以 &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 '%&农业将是最赚钱和最具前瞻性的产

业'%&中小企业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为题!落地解读了龙永图有关经济%城镇化%

农业等的精彩观点!共同展望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

析发展瓶颈 集箴言良策 建美丽周口
!!!!!!

在奋起发展的进程中! 我市存在一些阻

碍发展的瓶颈问题!&周口晚报'直面以对!遍

访专家和广大市民! 提出大量建设性意见和

建议!体现出了媒体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例如!在
!

月
9;

日刊登的&开放的城市

不主张无序摆摊'一文中!分析报道了我市

长期以来存在的露天早餐%烧烤%店外空车

配货%修车%洗车等出店占道行为!折射出城

市管理功能不完善%设施不配套这一城市管

理顽疾$ 针对靠取缔和突击整治的方法!很

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现状!应势成立的

市城管委在扭转城市形象方面作出了突出

贡献$ 在
;

月
6;

日刊登的&谁来守护城市的

*脸面,'一文中!&周口晚报'承担起了媒体

应有的责任! 再次向广大市民倡议爱护环

境%人人有责!呼吁提高人们公共卫生意识

是当务之急$

在建言发展方面!

;

月
6!

日的&*停车经

济,---小荷露出尖尖角'%

;

月
99

日的 &物

业(从看大门到卖服务'%

;

月
9=

日的&"低碳

生活, 从公共交通起步'%&健身行业发展需

要更健康 '%&物流产业 ( 编织城市生活品

质'%&小宠物孕育大市场'等篇章!提出了周

口广大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殷切希望 !例

如!市民呼吁停车立体化 %低碳公交更 "绿

色,%健身行业要有人管等等$

"论道周口,!为了周口的明天!我们一

起努力$

!!!!!!

大时代要有大手笔! 新形势呼唤新作

为$

周口如何发展) 周口的明天会是什么

样) 周口如何整合优势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周口崛起方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战略决定成败!策略决

定快慢$ 在全市千万人民思想上同心同德%

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奋力实

现周口崛起%富民强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进程中! 媒体如何更好地服务大局)

&周口晚报'果断定位!充分发挥自身引领舆

论%汇聚信息%人脉广拓%品牌公信力强等综

合优势!想党委之所想!急发展之所需!把这

些优势充分运用到推动工作中去!为发展集

聚正能量$

勇立周口发展之舆论潮头!&周口晚报'

已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还要做

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 在此次"论道周口,

大型系列报道中!&周口晚报' 拿出
=5

个整

版!从
=$

个角度解读周口发展成就!提箴言

良策%寻通衢大道!用
=

个整版对接著名经

济学家龙永图思想落地周口!

6

个整版展示

龙永图论道现场千名成功人士汇聚一堂%甘

为周口发展献策献力的集群效应$

&周口晚报'充分发挥了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的职能!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中!

提升自身价值!实现自我超越!彰显了媒体

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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