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推介忙： 张家界的奇绝
风光 ， 是湖南靓丽的旅游名片 ；
开封府的包公， 是河南旅游的形
象代言人； 湖北展台则表演着虎
虎生风的武当功夫……首届中博
会上， 各省积极利用中部旅游投
资暨旅行商洽谈会， 宣传、 推介
本省旅游。

投资者现身说法： 第二届中
博会， 在湖南省情暨投资环境推
介会上， 战略投资者博世汽车部
件 （长沙） 有限公司总经理Har鄄
ald Buehren、 广东高斯贝尔副总
经理肖嗣彪以切身体会， 向与会

客商们介绍了湖南良好的投资环
境和投资回报。

7成名牌湘企展湖南特色： 第
三届中博会上， 我省有40家企业
参加高新技术、 国际动漫、 现代
农业、 汽车及零部件、 现代物流
等专业展区的展览。 40家参展企
业中， 中国名牌、 中国驰名商标、
湖南省出口名牌、 湖南名牌、 湖
南著名商标企业占参展企业的
70%以上 。 其中 ， 虹猫蓝兔 、 山
猫卡通精彩亮相， 这是湖南动漫
产业首次参加中博会。

“万商入湘” 热度不减： 面对
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第四

届中博会依旧吸引了300家世界500
强及大型跨国公司到会。 我省在
此届中博会上首日引资超80亿元。

汽车装备产业迎春天 ： 第五
届中博会， 我省在 “湖南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
式” 上， 推出了500多个汽车及零
部件产业项目， 充分展示了产业
优势与发展潜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获青睐：
我省在第六届中博会上举办了
“战略性新兴产业推介会”， 向中
外客商推介我省7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的251个重点投资合作项
目， 最终成功签约40个。

商务部、 国家开发银行签署150亿元支持 “中部崛
起”合作协议；

中部6省与海关总署、 国家质检总局签署促进中
部崛起的合作框架协议；

中部6省与7沿海省市口岸签署口岸大通关框架合
作协议；

中部6省与上海市就加强口岸大通关合作、 促进现
代国际物流发展签署框架协议；

中部6省开发区与所在地开发银行签订 《支持中部
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

中部6省与中外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国际投
资促进会签署了加快物流和物流金融发展的合作意向；

中部6省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签署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合作框架协议；

中部6省与家乐福集团签订合作意向书；
中部6省联合签署 《中部六省质监系统合作互认协

议》、《中部六省旅游合作协定》；
中部6省签订区域旅游合作协议；
中部6省质检部门签订加强质量信用体系建设合作

协议；
湖南省政府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与中国邮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湖南省商务厅与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签署促进双

方经贸交流合作框架协议；
湖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深化湖南省

与香港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
湖南省国资委与中国化工集团新材料总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南大学与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等9所高校 ，与

IBM、微软等9家知名企业共同签署《服务外包校企联盟
合作协议》；

长沙市与商务部、教育部及相关省份联合签署《中
国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中心共建协议》。

本报记者 曹娴

一
这是一场财富的盛宴， 万商云集，

商机无限。
以中博会为交流平台 ， 省领导在

高峰论坛 、 跨国公司见面会 、 招商项
目推介会上 ， 都会进行热情洋溢的省
情推介 ,充分展示湖南的比较优势 ； 每
一次与各部委负责人 、 境外政要 、 众
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家的会见 ， 都是一
次热忱的邀请 ， 为湖南创造更多的合
作发展机会。

2006年 ， 作为首届中博会的东道
主 ， 湖南第一次如此敞开大门 ， 迎接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 规格最高的中外
客商。 原计划邀请1500名中外客商， 一
再突破达到2万多人， 形成一个巨大的
人气磁场。

在投资中部的滚滚热潮中，湖南力
争上游。 参展湘企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推
销自己，寻求合作伙伴。 经过精心筛选
与包装的项目 ，因为市场前景好 、回报
高，签约大单不断，捷报频传。

尝到 “甜头” 后， 湖南在其后5届
中博会上 ， 更注重以 “诚 ” 会友 ， 以
“优 ” 招商 ， 以 “信 ” 合作 。 项目对
接 、 洽谈合作 、 展览展示 ， 上演连台
好戏， 每每满载而归。

区域之间 ， 人才 、 技术 、 资本 、
信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 ， 湖南与中
部其他省份以及境内外的经贸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加深。 几年下来， 世界500

强企业、 跨国公司纷至沓来， 央企与湘
企的对接更加频繁， 产业集聚程度大大
提高。

二
中博会的背后， 是国家政策对中部

的支持。
以中部崛起为共享平台， 中部6省

搭上政策 “快车”。 湖南， 自然也争取
到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为推动 “万商西进”， 商务部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东部
地区企业到中部发展产业集群， 并选择
中部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 作为承
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基地。

在第二、 三届中博会上， 我省的郴
州、 岳阳、 益阳、 永州4市陆续被授牌
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

有了政策、 资金的支持， 各产业转
移承接市、 县、 园区你追我赶， 充分发
挥加工基础好 、 要素成本低等突出优
势，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沿海企业落地，
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长沙是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之一。 第四届中博会， 商务部传递出发
展服务外包的积极信号， 在政策、 人才
方面建立有效的对接渠道 。 以此为契
机， 长沙市服务外包业异军突起， 近年
发展势头强劲。

各部委、 沿海省市、 央企也先后送
来 “厚礼”。 湖南与各方联手， 在物流
通关、 经贸交流、 信用担保、 人才培养
等领域， 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支撑。

三
6年来， 湖南每一次战略布局、 每

一步转型尝试， 都在中博会上留下鲜明
印记。

第二届中博会 ， “3＋5” 城市群
“重磅” 出击， “湖南热度” 喷薄而出。
人们惊奇地发现 ， 这个具有综合优势
和强大竞争力的湖南主要城市密集区，
正在成为辐射与服务中南地区的强力
引擎 ， 无疑是一片极具潜力的投资洼
地。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 “两型社会” 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 湖南的决策
者先行先试， 锐意改革。 第三届中博会
上， 我省特别精选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
约型项目招商， 这类项目占到当时项目
总量的1/3以上。 “绿色湖南” 呼之欲
出。

湖南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信心和
努力，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们深有体
会。 第三、 四届中博会， 湖南都举办了
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专题推
介活动 。 湖南汽车产业加速发展的春
天， 让参会客商无比期待。

2010年， 我省正式吹响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结号。 在随后
的第六届中博会上， 我省7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的251个重点投资合作项目，
惊艳亮相， 备受青睐。

以 “虹猫蓝兔 ” 为代表的动漫湘
军、 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 旖旎的湖湘
山水风光、 魅力无穷的湘绣……透过中
部之窗， 一个更全面、 更多彩的湖南，
逐渐为外界所认知与肯定。

四
合作互补， 互利共赢。
借助中博会平台， 湖南引来了湖北

的生物质能发电、 绿色能源开发项目，
引来了安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项目、
建材业投资等等。 与此同时， 数以千计
的湘企纷纷出湘， 在中部其他省份投资
置业。

互补之外，更有融合。 中博会上，6省
实施旅游 “结盟”， 签订相关旅游合作协
定。 湖南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与中部其
他地区的资源共享、客源互流、线路互通，
旅游产业迅速壮大为千亿产业。

互补与整合， 正在创造区域发展速
度的最大化。

每一年， 中部6省之间的高层互访，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 “功课”。 湖南在对
比中找差距， 在调研中取经验， 以更宽
广的视野、 更高的起点、 更强的紧迫感
来谋划湖南发展。

五
首届中博会的开幕式晚会上， “中

部取水” 的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取自6
省标志性水系的水样， 汇聚在一起， 浇
开象征中部繁荣未来的 “金花”。 其中，
湖南的水样来自于长沙橘子洲头的 “希
望之水”， 象征励精图治、 奋发进取。

开放无止境， 发展无穷期。 站在中
博会新一轮的起点上， 面对转型跨越，
湖南， 将在开放之路上继续奋发进取，
加速崛起。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胡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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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中博会，走过一
轮回。每一次的中部
相约，湖南都演绎出
别样的精彩———

2006年， 首届中国
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在三湘大地盛大开幕。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事件， 中国经济版
图的中心区域， 从此搭
起一个开放合作、 互利
共赢的平台。

6年一轮回。 每一
届中博会， 湖南都收获
了沉甸甸的成果， 展示
了活力充沛、 大有可为
的湖南形象。

中冶集团牵手泰格林纸，投资20亿元在沅江兴建60万
吨林纸一体化生产基地；

中国五矿集团与长沙市体育局共同出资13亿元开
发奥林匹克体育文化城；

上海万德风电设备有限公司在江华县建设年产100
台套30万千瓦风力发电机项目，总投资30亿元；

长沙县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旗下的湖南云箭
集团签约， 投资6亿元建设涡旋空气压缩机及水轮发电
设备制造项目；

吉利汽车动力总成项目落户湘潭九华工业园，总投
资达23亿元；

博世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央企中铁轨道系统集团有
限公司等5家企业，分别与长沙经开区签约，总金额27.9
亿元；

UPC亚洲风力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投资58000万美
元在株洲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富士环球（香港）有限公司，投资46875万美元在郴
州建设富士国际生态产业园（首期）项目；

上海中技桩业公司投资10亿元在益阳建设低碳新
型建材项目。

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特刊

镜头

历届成果

前6届中博会
重大合作协议集萃

中博会搭台 大项目入湘

“360度湖南 ”： “湖南是一
个360度的省份 。” 首届中博会开
幕前夕 ， 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要
领导一语惊人 。 他形象地说 ， 湖
南无限衍生的辐射力 ， 正在向全
中国和全世界渗透 ， 使湖南成为
商机无限的 “商家必争之地”。

“湘江之夜 ”： 2006年9月26
日晚， 灿烂的烟花在美丽的橘子
洲绽放 ， 湘江见证了中部人的激
情和梦想 。 首届中博会的 “湘江
之夜 ” 大型音乐焰火晚会 ， 展示
了中部6省的美好未来， 奏响了中
部崛起的辉煌乐章。

湖南
收获

动漫湘军， 创意无限。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长沙经开区的德国博世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秀美崀山成为湖南旅游新热点。
本报记者 韩世祺 摄

湘潭九华工业园吉利汽车生产线。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通江达海的长沙霞凝新港。 严其政 摄

【花絮】 【会场】

本报记者 曹娴

一
这是一场财富的盛宴， 万商云集，

商机无限。
以中博会为交流平台 ， 省领导在

高峰论坛 、 跨国公司见面会 、 招商项
目推介会上 ， 都会进行热情洋溢的省
情推介 ,充分展示湖南的比较优势 ； 每
一次与各部委负责人 、 境外政要 、 众
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家的会见 ， 都是一
次热忱的邀请 ， 为湖南创造更多的合
作发展机会。

2006年 ， 作为首届中博会的东道
主 ， 湖南第一次如此敞开大门 ， 迎接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 规格最高的中外
客商。 原计划邀请1500名中外客商， 一
再突破达到2万多人， 形成一个巨大的
人气磁场。

在投资中部的滚滚热潮中，湖南力
争上游。 参展湘企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推
销自己，寻求合作伙伴。 经过精心筛选
与包装的项目 ，因为市场前景好 、回报
高，签约大单不断，捷报频传。

尝到 “甜头” 后， 湖南在其后5届
中博会上 ， 更注重以 “诚 ” 会友 ， 以
“优 ” 招商 ， 以 “信 ” 合作 。 项目对
接 、 洽谈合作 、 展览展示 ， 上演连台
好戏， 每每满载而归。

区域之间 ， 人才 、 技术 、 资本 、
信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 ， 湖南与中
部其他省份以及境内外的经贸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加深。 几年下来， 世界500

强企业、 跨国公司纷至沓来， 央企与湘
企的对接更加频繁， 产业集聚程度大大
提高。

二
中博会的背后， 是国家政策对中部

的支持。
以中部崛起为共享平台， 中部6省

搭上政策 “快车”。 湖南， 自然也争取
到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为推动 “万商西进”， 商务部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东部
地区企业到中部发展产业集群， 并选择
中部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 作为承
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基地。

在第二、 三届中博会上， 我省的郴
州、 岳阳、 益阳、 永州4市陆续被授牌
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

有了政策、 资金的支持， 各产业转
移承接市、 县、 园区你追我赶， 充分发
挥加工基础好 、 要素成本低等突出优
势，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沿海企业落地，
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长沙是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之一。 第四届中博会， 商务部传递出发
展服务外包的积极信号， 在政策、 人才
方面建立有效的对接渠道 。 以此为契
机， 长沙市服务外包业异军突起， 近年
发展势头强劲。

各部委、 沿海省市、 央企也先后送
来 “厚礼”。 湖南与各方联手， 在物流
通关、 经贸交流、 信用担保、 人才培养
等领域， 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支撑。

三
6年来， 湖南每一次战略布局、 每

一步转型尝试， 都在中博会上留下鲜明
印记。

第二届中博会 ， “3＋5” 城市群
“重磅” 出击， “湖南热度” 喷薄而出。
人们惊奇地发现 ， 这个具有综合优势
和强大竞争力的湖南主要城市密集区，
正在成为辐射与服务中南地区的强力
引擎 ， 无疑是一片极具潜力的投资洼
地。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 “两型社会” 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 湖南的决策
者先行先试， 锐意改革。 第三届中博会
上， 我省特别精选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
约型项目招商， 这类项目占到当时项目
总量的1/3以上。 “绿色湖南” 呼之欲
出。

湖南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信心和
努力，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们深有体
会。 第三、 四届中博会， 湖南都举办了
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专题推
介活动 。 湖南汽车产业加速发展的春
天， 让参会客商无比期待。

2010年， 我省正式吹响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结号。 在随后
的第六届中博会上， 我省7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的251个重点投资合作项目，
惊艳亮相， 备受青睐。

以 “虹猫蓝兔 ” 为代表的动漫湘
军、 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 旖旎的湖湘
山水风光、 魅力无穷的湘绣……透过中
部之窗， 一个更全面、 更多彩的湖南，
逐渐为外界所认知与肯定。

四
合作互补， 互利共赢。
借助中博会平台， 湖南引来了湖北

的生物质能发电、 绿色能源开发项目，
引来了安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项目、
建材业投资等等。 与此同时， 数以千计
的湘企纷纷出湘， 在中部其他省份投资
置业。

互补之外，更有融合。 中博会上，6省
实施旅游 “结盟”， 签订相关旅游合作协
定。 湖南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与中部其
他地区的资源共享、客源互流、线路互通，
旅游产业迅速壮大为千亿产业。

互补与整合， 正在创造区域发展速
度的最大化。

每一年， 中部6省之间的高层互访，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 “功课”。 湖南在对
比中找差距， 在调研中取经验， 以更宽
广的视野、 更高的起点、 更强的紧迫感
来谋划湖南发展。

五
首届中博会的开幕式晚会上， “中

部取水” 的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取自6
省标志性水系的水样， 汇聚在一起， 浇
开象征中部繁荣未来的 “金花”。 其中，
湖南的水样来自于长沙橘子洲头的 “希
望之水”， 象征励精图治、 奋发进取。

开放无止境， 发展无穷期。 站在中
博会新一轮的起点上， 面对转型跨越，
湖南， 将在开放之路上继续奋发进取，
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曹娴

一
这是一场财富的盛宴， 万商云集，

商机无限。
以中博会为交流平台 ， 省领导在

高峰论坛 、 跨国公司见面会 、 招商项
目推介会上 ， 都会进行热情洋溢的省
情推介 ,充分展示湖南的比较优势 ； 每
一次与各部委负责人 、 境外政要 、 众
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家的会见 ， 都是一
次热忱的邀请 ， 为湖南创造更多的合
作发展机会。

2006年 ， 作为首届中博会的东道
主 ， 湖南第一次如此敞开大门 ， 迎接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 规格最高的中外
客商。 原计划邀请1500名中外客商， 一
再突破达到2万多人， 形成一个巨大的
人气磁场。

在投资中部的滚滚热潮中，湖南力
争上游。 参展湘企充分利用这一平台推
销自己，寻求合作伙伴。 经过精心筛选
与包装的项目 ，因为市场前景好 、回报
高，签约大单不断，捷报频传。

尝到 “甜头” 后， 湖南在其后5届
中博会上 ， 更注重以 “诚 ” 会友 ， 以
“优 ” 招商 ， 以 “信 ” 合作 。 项目对
接 、 洽谈合作 、 展览展示 ， 上演连台
好戏， 每每满载而归。

区域之间 ， 人才 、 技术 、 资本 、
信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 ， 湖南与中
部其他省份以及境内外的经贸交流与
合作进一步加深。 几年下来， 世界500

强企业、 跨国公司纷至沓来， 央企与湘
企的对接更加频繁， 产业集聚程度大大
提高。

二
中博会的背后， 是国家政策对中部

的支持。
以中部崛起为共享平台， 中部6省

搭上政策 “快车”。 湖南， 自然也争取
到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为推动 “万商西进”， 商务部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东部
地区企业到中部发展产业集群， 并选择
中部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 作为承
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基地。

在第二、 三届中博会上， 我省的郴
州、 岳阳、 益阳、 永州4市陆续被授牌
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

有了政策、 资金的支持， 各产业转
移承接市、 县、 园区你追我赶， 充分发
挥加工基础好 、 要素成本低等突出优
势，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沿海企业落地，
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长沙是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之一。 第四届中博会， 商务部传递出发
展服务外包的积极信号， 在政策、 人才
方面建立有效的对接渠道 。 以此为契
机， 长沙市服务外包业异军突起， 近年
发展势头强劲。

各部委、 沿海省市、 央企也先后送
来 “厚礼”。 湖南与各方联手， 在物流
通关、 经贸交流、 信用担保、 人才培养
等领域， 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支撑。

三
6年来， 湖南每一次战略布局、 每

一步转型尝试， 都在中博会上留下鲜明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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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 跨国公司纷至沓来， 央企与湘
企的对接更加频繁， 产业集聚程度大大
提高。

二
中博会的背后， 是国家政策对中部

的支持。
以中部崛起为共享平台， 中部6省

搭上政策 “快车”。 湖南， 自然也争取
到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为推动 “万商西进”， 商务部出台
相应政策措施，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东部
地区企业到中部发展产业集群， 并选择
中部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 作为承
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基地。

在第二、 三届中博会上， 我省的郴
州、 岳阳、 益阳、 永州4市陆续被授牌
为 “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
地”。

有了政策、 资金的支持， 各产业转
移承接市、 县、 园区你追我赶， 充分发
挥加工基础好 、 要素成本低等突出优
势， 吸引和鼓励境外及沿海企业落地，
带动经济快速发展。

长沙是全国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之一。 第四届中博会， 商务部传递出发
展服务外包的积极信号， 在政策、 人才
方面建立有效的对接渠道 。 以此为契
机， 长沙市服务外包业异军突起， 近年
发展势头强劲。

各部委、 沿海省市、 央企也先后送
来 “厚礼”。 湖南与各方联手， 在物流
通关、 经贸交流、 信用担保、 人才培养
等领域， 获得更为有力的发展支撑。

三
6年来， 湖南每一次战略布局、 每

一步转型尝试， 都在中博会上留下鲜明
印记。

第二届中博会 ， “3＋5” 城市群
“重磅” 出击， “湖南热度” 喷薄而出。
人们惊奇地发现 ， 这个具有综合优势
和强大竞争力的湖南主要城市密集区，
正在成为辐射与服务中南地区的强力
引擎 ， 无疑是一片极具潜力的投资洼
地。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 “两型社会” 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 湖南的决策
者先行先试， 锐意改革。 第三届中博会
上， 我省特别精选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
约型项目招商， 这类项目占到当时项目
总量的1/3以上。 “绿色湖南” 呼之欲
出。

湖南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的信心和
努力， 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商们深有体
会。 第三、 四届中博会， 湖南都举办了
装备制造、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专题推
介活动 。 湖南汽车产业加速发展的春
天， 让参会客商无比期待。

2010年， 我省正式吹响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结号。 在随后
的第六届中博会上， 我省7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领域的251个重点投资合作项目，
惊艳亮相， 备受青睐。

以 “虹猫蓝兔 ” 为代表的动漫湘
军、 创意无限的文化产业、 旖旎的湖湘
山水风光、 魅力无穷的湘绣……透过中
部之窗， 一个更全面、 更多彩的湖南，
逐渐为外界所认知与肯定。

四
合作互补， 互利共赢。
借助中博会平台， 湖南引来了湖北

的生物质能发电、 绿色能源开发项目，
引来了安徽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项目、
建材业投资等等。 与此同时， 数以千计
的湘企纷纷出湘， 在中部其他省份投资
置业。

互补之外，更有融合。 中博会上，6省
实施旅游 “结盟”， 签订相关旅游合作协
定。 湖南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与中部其
他地区的资源共享、客源互流、线路互通，
旅游产业迅速壮大为千亿产业。

互补与整合， 正在创造区域发展速
度的最大化。

每一年， 中部6省之间的高层互访，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 “功课”。 湖南在对
比中找差距， 在调研中取经验， 以更宽
广的视野、 更高的起点、 更强的紧迫感
来谋划湖南发展。

五
首届中博会的开幕式晚会上， “中

部取水” 的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 取自6
省标志性水系的水样， 汇聚在一起， 浇
开象征中部繁荣未来的 “金花”。 其中，
湖南的水样来自于长沙橘子洲头的 “希
望之水”， 象征励精图治、 奋发进取。

开放无止境， 发展无穷期。 站在中
博会新一轮的起点上， 面对转型跨越，
湖南， 将在开放之路上继续奋发进取，
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曹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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