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本版责编 李茁 版式编辑 刘岳 责任校对 胡永龙

6
２０12年5月18日 星期五

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特刊

———历届中博会亮点回眸

“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简称中博会） 是为了落实中
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重大决
策而举办的大规模、高规格的
区域性经贸活动，是推动中部
6省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区域
及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 、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
省， 总面积102.8万平方公
里，总人口3.61亿。自2006
年举办首届中博会以来，每届
盛会群贤毕至、 万商云集，一
大批优势项目、先进技术与丰
厚投资纷纷落户中部6省，继
而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回顾：
花落星城。 首届中博会上， 中部6省

集体亮相， 第一次联手走到了历史舞台
的聚光灯下， 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促进中部崛起是党中央、 国务院着
眼现代化建设全局， 作出的一项重大战
略决策； 而举办中博会， 是实施促进中
部崛起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是中部
地区从 “坐而论” 到 “起而行” 的第一
次集体发声。

本届盛会吸引了54个国家和地区的
2.6万名客商参会。 1199个招商项目的签
约， 99亿美元的外资 “进账”， 让前来参
会的客商满载而归。

此外， 首届中博会还促进了中部6省

与上海的便捷通关， 进一步加强了中部6
省在物流、会展、旅游、加工贸易、工程承
包等方面的合作；中部6省签署了投资、贸
易、旅游、国际经济合作等协议，有效地推
动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轮流申办中博
会的模式已在中部6省形成共识。

湖南则充分利用东道主的优势， 全
面超额实现目标： 全省共签约合同外资
项目276个， 合同额84.4亿美元， 其中千
万美元以上项目达140个， 签约成效已超
过了 “湘洽会”、 “港洽周”。

中博会的举办， 不仅让世界了解了
湖南 ， 让湖南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
还让湖南更有效地挟产业梯度转移蓬勃
之势， 在中部崛起之路中实现率先起跳。

回顾：
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背景下， 中

部地区正在成为投资的热土。 在第二届
中博会上， 推动产业转移成为核心内容。

早在大会举办前， 组委会便组织中
部6省政府部门、 开发区和企业赴京津地
区、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和境外开
展了一系列项目推介和预约撮合活动 ；
同时， 邀请东部企业到中部6省有针对地
开展了项目交流洽谈。

大会期间，海关总署、国家质检总局

与中部6省签署了促进中部崛起的合作框
架协议；7个沿海省市口岸与中部6省签署
了口岸大通关框架合作协议； 中部6省开
发区与所在地开发银行签订了《支持中部
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中部9城
市被授予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此届中博会共吸引中外客商逾4万
人， 包括来自108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客
商7100人， 参会人数和规模均超过首届。
中部6省共签订外资直接投资项目共196
个， 合同额123.74亿美元。

回顾：
中部6省山水相连、使命相同、挑战相

近。就在第三届中博会举办前期，长株潭城
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一起成为“两型社会”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时间，两型社会
成为本届中博会的热词。

面对 “中部崛起” 这个难得的发展契
机， 中部6省纷纷提出各自的发展战略，不
约而同地选择了区域战略：湖北要打造“武
汉城市圈”，争当中部崛起的“支点”；湖南
加快长株潭城市一体化建设；河南“中原城
市群”，欲撑起崛起的脊梁；安徽东向谋势；
江西对接“长珠闽”；山西靠拢“环渤海”。

本届中博会市长论坛， 着重探讨城市
的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在签约项目上，
一批符合“两型”的产业群受到青睐；转变
发展方式， 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成为
参会客商的共识。

第三届中博会吸引了世界各地逾10万
客商和嘉宾赴会，中博会成为中部6省承接
产业转移的新平台， 共签约外商直接投资
项目673个，吸引外资161.69亿美元。

回顾：
即便有金融危机的阵阵寒意来袭，

第四届中博会依然吸引了中外客商3.8
万人， 远远超过会前预期的1.5万人。

第四届中博会上， 中部6省结合自
身资源和产业优势， 共推介6222个招商
项目。 中部6省共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
目127个 ， 投资总额76.1亿美元 ， 引进
外资63.7亿美元。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 国内外经济
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 本届中博会文化
产业签约项目总数和投资总额逆势上
扬。 大会共签约70个文化产业项目， 总
投资22.45亿美元 ， 引进资金20.22亿美
元， 签约项目、 投资总额和引进资金均
较往年大幅增长。

国内外重点文化企业、 行业龙头企
业， 如中广卫星移动广播有限公司、 湖
南互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华视传媒有
限公司等， 纷纷到安徽投资文化产业。
广东格兰仕集团、 浙江精工建设集团等
一批非文化产业大企业也开始大举进军
文化产业。

回顾：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中美等经济大

国更加重视新能源等低碳经济发展， 新
能源产业面临新的机遇。 第五届中博会
充分体现了低碳生态经济发展的理念。

本届中博会， 组织了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与中部地区发展论坛、 低碳经
济与新能源发展论坛、 中部地区与港澳
台旅游合作发展论坛等多项专题活动，
处处凸显低碳特色。 大会展览展示还专
题安排了国际生态环保展、 新能源与节
能减排展、 绿色农产品展等， 处处体现
绿色生态。

江西在本届中博会上主推新能源、
新材料、 高科技、 生态旅游， 并专门设
立江西省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展， 展示鄱
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发展低碳产业的
成果。

本届中博会上， 中部6省共签约外
商直接投资项目52个 ， 合同外资28.34
亿美元； 中部6省累积实现出口成交额
12.01亿美元 ； 签订旅游投资合作项目
27个， 投资总额105.48亿元。

回顾：
在各省经济转型发展中， 中部省市

对新能源的需求愈加迫切。 第六届中博
会， 重点围绕节能环保、 低碳经济等内
容策划了系列活动。 在参展的能源类企
业中， 一改过去一片 “煤老大” 的黑面
孔， 取而代之的新能源、 新材料、 新技
术大放异彩。

为了体现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的重要
性， 倡导企业在节能减排、 安全生产和
新能源开发方面的建设和投资， 本届中
博会专门设置了 “新能源、 节能减排与
安全生产” 展区， 充分展示中部6省在
新能源与节能减排领域取得的成就和企
业风采， 大力推广新能源、 节能减排技
术和产品的应用。

大会期间， 中部6省签订合同、 战
略性框架协议、 意向引资项目共计2547
个 ， 其中外资项目 642个 ， 投资总额
566.27亿美元， 引进外资371.77亿美元。
其中， 有关节能减排、 新能源产业的项
目数量及投资金额均比上届增加。

时间： 2006年9月26日至9月28日
地点： 湖南长沙
主题： 促进中部崛起 成就中国辉煌

借力盛会
湖湘起跳第一届第一届

时间： 2007年4月26日至4月28日
地点： 河南郑州
主题： 促进中部崛起 构建和谐社会

产业转移
潮涌中部第二届第二届

时间： 2008年4月26日至4月28日
地点： 湖北武汉
主题： 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中部崛起

两型社会
成为热词第三届第三届

时间： 2009年4月26日至4月28日
地点： 安徽合肥
主题： 创新 合作 共赢 崛起

文化产业
逆势上扬第四届第四届

时间： 2010年9月26日至9月28日
地点： 江西南昌
主题： 开放 合作 共赢 崛起

低碳经济
持续发展第五届第五届

时间： 2011年9月26日至9月28日
地点： 山西太原
主题： 转型跨越 中部崛起

新能源企业
异军突起第六届第六届

2010年9月26日，江西南昌，湖南展厅精彩亮相第五届中博会。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2009年4月26日 ， 第四届中博会在
安徽合肥举行。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2008年4月26日 ， 第三届中博会在
湖北武汉举行。 田悦 摄

� 2007年4月26日， 第二届中博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 2006年9月26日至28日， 首届中博会在湖南长沙
举行。 本报记者 韩世祺 摄

2011年9月26日 ， 第六届中博会在
山西太原举行。 刘尚文 摄

中博
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