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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花博会举办源于“花乡”鄢陵县花卉苗木产业的迅猛发展。在
花木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种植面积的持续膨胀，市场发育滞后、销售
渠道不畅等问题，一度成为制约花木产业发展的瓶颈。为提高“鄢陵花
木”知名度，拓展销售渠道，引进花木新品种、新技术和现代经营理念，
增强鄢陵花木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推进花木产业提档升级。
鄢陵县委、县政府在调查论证基础上，在许昌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每年一届，在鄢陵县举办中原花卉苗木交易博览
会，2001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原花博会，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四届。

自 2001 年首届花博会举办以来，花博会从无到有逐渐壮大成
熟。自第三届花博会始将花博会和生态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同期举办
为期两个月的生态文化游活动，2008 年第八届花博会开始升格为由国
家林业局和省政府联合主办。第十二届冠名为“中国·中原花木交易
博览会”。十五年来，花博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综合效益显著提升。办
会规格、办会水平逐届提升，花事活动内涵渐进丰富。参展参会企业
由原来的以省内企业为主，发展到荷兰、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及我
国香港、台湾等地的知名企业，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扩大；展示交易由原
来以传统苗木为主，发展到种苗繁育、鲜切花生产、园艺资材、花木精
深加工等花木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

第十五届中国·中原花博会由国家林业局和河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河南省林业厅、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旅游局、许昌市人民政府和
河南省花卉协会承办，鄢陵县人民政府执行承办，北林科技、宁夏森
淼、河南花艺、河南万绿为支持单位。会期为 2015 年 9 月 24 日－27
日，开幕式在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举行。

花博会以体现“蜡梅”、“绿叶”、“花盆”等设计元素的人性化蝴蝶
为会徽，大象“玉玉”为吉祥物。主题为“魅力花都·绿色家园”。主要
活动安排有：花木与互联网论坛、花木与生态旅游论坛、第四届全国花
木信息发布暨新产品推介会、城市园林绿化发展论坛、花木与龙头企
业培育论坛、开幕式、项目签约暨颁奖仪式、花木产业高层论坛、网上
花博会、企业展销、河南鄢陵第三届秋季苗木交易会、鄢陵重点花木园
林企业业绩展、河南省第四届“中原杯”插花花艺大赛、第十三届中州
盆景大赛、花木与科技研发论坛、红掌栽培技术与市场拓展国际论坛、
欧洲花卉新品种展示研讨会等。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
农业大学等国内高校参与花博会相关活动。

本届花博会在“中国北方花木交易市场”举行花卉苗木和相关产
品的展销活动，四家荷兰花卉公司以及东方园林、北林科技、宁夏森
淼、北京东京园林、上海固绿园林、深圳城绿集团、河南万绿、河南建
业、河南花艺国（境）内外企业参会参展，并同步举办园林机械展。

依托花博会，广泛开展招商引资，四川濠吉集团、江苏远东集团、
五粮液集团、香港豪德国际集团、台湾铨耀广电科技、北控水务集团、
浙江正德集团、北京百荣集团、深圳统赢科技、甘肃光大能源等众多知
名企业参会，并开展经贸洽谈活动。同时，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举办
以“突出生态特色、体验三国文化”为主题的“许昌生态文化游”活动。

花博会的连续成功举办，促进了花木
产业发展壮大，特别是鄢陵县以名优花木
园区为重点，通过调优结构、转变方式、促
进融合、完善市场，着力推进花木产业转
型升级打响了鄢陵花木的品牌。

调优花木产业结构。完善落实鄢陵
花木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加快以鲜切花、
种苗繁育为重点的花木产业结构调整，
着力抓好一批鲜切花项目，促进花木产
业 结 构 优 化 。 全 县 累 计 建 成 日 光 温 室
30.4 万平方米，现代化温室 14.8 万平方
米，年产值 1.5 亿元，基本稳定了玫瑰、红
掌、蝴蝶兰、仙客来等鲜花切花的生产。

目前，建业绿色基地已完成投资 3 亿元，
流转土地 5000 亩，鲜切花一期 6.5 万平方
米温室主体建成投用，鲜切花产品上市
销售，并获得荷兰安祖公司国内独家授
权专利包装“悦彩瓶”；德锦公司销售额
已达 2000 多万元，鲜切花产品已开始出
口美国市场。

转变花木生产方式。积极推进与北
林大的合作，深入实施“11122”花木产业
战略转型工程，建立健全“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机制，促进花木产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8 月 1 日，鄢陵县就深化合作
事宜与北林大进行洽谈对接，推进双方由

校地合作向校企合作纵深发展，同时积极
依托北林大所属 16 个学院，开展多层次、
宽领域合作。目前，北林大鄢陵花木协同
创新暨科研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正在实
施的林木及花卉科研项目 23 项，引进名优
林木品种 24 个 6.5 万株，名优花卉品种
600 余种，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
品种 50 余种；北京林业大学教学科研实习
基地在名优花木园区挂牌，教学实习活动
陆续展开；北京林业大学继续教育鄢陵分
院建成，涉及花卉园艺师、景观设计师职
业资格培训以及企业总裁、病虫害防治技
术等多项培训成功举办。

完善花木交易市场。围绕特色商业
区的目标定位，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不
断增强花木交易市场在花木展示、产品交
易、劳务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联
接产销的纽带作用。今年以来主要实施
市场内道路改造及园林景观展示区建设，
目前道路改造工程已完工，园林景观展示
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旭日东升、百花盛开、万木摇曳……
鄢陵，这一片 800 平方公里五彩缤纷的热
土，正以仪态万方之姿，期待四海宾朋的
到来，永不落幕的花博会，将在“花都”鄢
陵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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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永 不 落 幕 的 花 博 会
——第十五届中国·中原花博会 9 月 25 日盛装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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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花博会 年年到“花乡”
——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概况介绍

十五年，白驹过隙，岁月流逝。
十五年，春华秋实，花开花谢。
历经十五年寒暑，也积累了十

五年的厚重。伴随着层层风雪雨
露，中原花博会，来到了 2015 年的
金秋。

9 月 25 日，第十五届中国·中
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将如期而至。

随着开幕日子的逐渐临近，记
者来到花博会的举办地“花都”鄢
陵，走访了相关部门，探访本届花
博会的创新、亮点和特色，了解鄢
陵花木产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以及
依托本届花博会开展许昌生态文
化游的情况。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与
往届相比，本届花博会有什么创新和亮点？

经了解，本届花博会重点在三个方面
进行了创新。

一是活动创新。今年花博会新增 9 项
活动，所有新增活动立足产业发展实际，
符合花农和企业需求，较好地体现了“花
农的花博会”的主题。同时，花博会会期
由往届的 2 天延长为 4 天，从而使花博会
的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增设 5 项专题论
坛，体现了较强的专业性、前瞻性、指导
性；策划实施“网上花博会”，注重互联网
线上销售与线下培育相结合，拓展了花木
销售渠道。

二是模式创新。积极落实“5年内政府
退出主办花博会”的要求，推进节会由政府
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企业直接参与或承
办的活动达 17 项。特别是与有关企业达
成合作协议，计划在花木产业高层论坛、花

木与生态旅游论坛、网上花博会、花木与互
联网论坛等方面进行合作，提升办会水平；
拟定北林科技股份、宁夏森淼集团、河南万
绿公司、河南花艺公司作为花博会的支持
合作单位，全程参与花博会，建业绿色基地
具体策划和实施“红掌栽培技术与市场拓
展国际论坛”、“欧洲花卉新品种展示研讨
会”两项活动，为企业主导办会进行有益探
索。同时，运用市场机制，拟定室内展由新
绿洲公司具体承办，较好地发挥了企业在
花木交易中的主体作用。

三是宣传创新。本届花博会宣传工
作本着“周密策划、精选媒体、创新突破、
提升档次”的原则，拟在央视一套《新闻联
播》或《整点新闻》栏目播出相关报道，重
点在七套《美丽中国乡村行》栏目策划实
施 25 分钟专题节目《走进鄢陵》，并播放
10 秒广告形象宣传片。

记者了解到，与往届相比，本届花博

会呈现四大亮点：
一是市场化程度更高。坚持专业化、

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办会方向，将吸
引和组织更多企业参与节会相关活动，推
进节会由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转变，努力
办成一届“花农和花商的花博会”。本届
花博会 21 项主要活动，由企业主导的活动
达到 7 项，包括企业展销、河南鄢陵第三届
秋季苗木交易会、第四届全国花木信息发
布暨新产品推介会、线上花博会、红掌栽
培技术与市场拓展国际论坛、欧洲花卉新
品种展示研讨会、许昌生态文化游；协会
主导的活动有 10 项，包括花木产业高层论
坛、河南省第四届“中原杯”插花花艺大
赛、第十三届中州盆景大赛以及评比颁奖
等。特别是本届花博会开幕式将由全市
销售收入前 10 名的花木企业负责人、国家
林业局和省有关领导共同宣布开幕。

二是内容更加丰富。本届花博会会

期由往届的 2 天延长为 4 天，即 9 月 24 日
至 27 日。花木产业高层论坛在保留主题
演讲的基础上，新增了 5 项专题论坛。积
极借助外力，与央视和有关企业达成合作
意向，拟在花木论坛、网上花博会、对外宣
传等方面进行合作，着力提升办会档次水
平，更大范围推荐许昌鄢陵。

三是邀商范围更广。坚持以花为媒，
围绕花木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已邀请省内外知名花木企业 560 多家，其
中国家一级资质园林绿化企业 65家；同时，
紧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区以及
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民营 500 强企业，
邀请工商企业 840多家，为历届最多。

四是更加务实节俭。按照“节俭办
会、务实办会”的原则，展会期间花都大道
不搞鲜花组景，主会场不搞迎宾场面，不
安排开幕表演；领导出席活动不封道路，
不清场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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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县按照“以花木改善生态，以生
态承载旅游，以旅游激活三产”的思路，突
出抓好三产项目，加快推进一产、三产融
合发展，先后建设提升了鄢陵国家花木博
览园、花都温泉度假区、花溪温泉度假区、
金雨玫瑰庄园、鹤鸣湖风景区、省内首条
15 公里长的花乡林海自行车绿道等一大
批生态旅游观光项目以及游客接待中心
等功能服务设施，花乡生态休闲游成为中
原旅游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鄢陵宜居花城品牌形成了赏南北花
卉、泡花乡温泉、林海绿色骑行等多个休
闲度假主题景区。为进一步整合资源、提
档升级，目前鄢陵正积极创建国家旅游度
假区，不收门票的中原“大花园”将绽放无
穷魅力。

依托本届花博会，9 月 1 日—10 月 31
日，举行为期 2 个月的“许昌生态文化游”
活动。其中，9 月 1 日－10 月 31 日，在花
都温泉度假区、花溪温泉度假区，举办第
二届温泉旅游节；9 月 20 日－10 月 31 日，
在名优花木科技园区自行车驿站，举行
单车、自驾车花都休闲游；9 月 24 日－25
日，邀请省内主要旅行商代表，开展知名
旅行商深度体验之旅，推介许昌市三国
文化、生态文化旅游产品；9 月 25 日－10
月 7 日，在春秋楼景区设置花木交易博览
会分会场，使三国文化和生态文化相融
合。

本届花博会在花博园提升工程、花木
园区水系连通工程、参观点打造和接待酒
店完善四个方面对基础建设进行提升。

一是花博园提升。今年主要进行了
会展中心改造和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
场等建设。目前，会展中心已经完成建
设；游客服务中心和生态停车场，已经完
工并投入使用；花博园内廊亭、步道、园林
小品都已更新完毕，40 处立体及地栽鲜花
组景美轮美奂，静待来客。

二是花木园区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该工程全长 17 公里，沿花溪大道、花海大
道及花博大道两侧建设，河渠、自行车道、
步行道、湿地公园在花木掩映中，错落有
致，别有天地。

三是参观点打造。花博会参观点是
展示鄢陵县花木产业发展成果的重要载
体。本届花博会集中打造 11 个参观点，
包括花博园、花木交易市场、金雨玫瑰公

司、园中缘步行景区、鹤鸣湖景区、花艺
公司等。11 个参观点花木众多，景色各
异。如“园中缘”步行景区将五家各具特
色的公司基地通过园路贯通：景宜园的
玉兰成林似海，隆兴苗业的海棠、黑松、
紫薇婉约挺拔，锦绣北方的大规格银杏
和对节白蜡英姿飒爽，新科园林的名贵
大树和蜡梅盆景醇厚古朴，天艺园林的
红叶石楠热情似火。相聚园区，结缘花
木，它们独自成园，又融会贯通，既是基
地，又是景区。

四是接待酒店完善。花溪中州国际、
金雨玫瑰庄园、花都温泉等会议接待酒店
开展专项检查、内部整改和完善提升，三
家酒店不但有住宿餐饮，还都开展有温泉
泡汤等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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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乡温泉

花卉造型——古塔新韵

标准化苗木生产基地标准化苗木生产基地
生态园林一角

花博园游客体验项目

花博园色彩缤纷的花木组景

姚家花园花木组景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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