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项目带来新动力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王恒昀 孔学姣

8月 28日至29日，第十一届豫商大会在焦

作成功举办。

大会创造了多项纪录：参会人数历届最多，

共计1425名代表与会；代表商会历届最多，达到

142家；海外商会数量最多，来自加拿大、泰国、

日本、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

大会还为东道主焦作带来了投资总额达

935.4亿元的81个签约项目。

这一串数字无疑是靓丽的，而探寻数字背后

蕴含的力量和改变则更具现实意义：80多个合

作项目对焦作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何

在？1000多位站在国内甚至全球经济前沿的大

商巨贾对当下和未来发展的思考给焦作发展带

来怎样的启示？豫商大会的举办让焦作对未来

有了哪些新的期待？

大会已然落幕，改变正在发生。

核心提示

第一届豫商大会

历届豫商大会

链接

2006 年 8 月 28 日，首届豫商大会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召开，来自海内外的 600多名豫

商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豫商大会的举办，旨在搭建一个开放、互

动的平台，为豫商发展提供服务。

第二届豫商大会

2007 年 8 月 28 日，第二届豫商大会在洛

阳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豫商代表近 800 人

参加开幕式。

本届大会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经济技

术合作交流功能开始增强。

第三届豫商大会

2008 年 8 月 28 日，第三届豫商大会在南

阳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38个河南商会代表

团、1100多位豫商代表参加开幕式。

第三届豫商大会引资开始出现明显特

点：技术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项目开始被高度

重视，本次大会仅高新技术项目就引进资金

32.4亿元。

第四届豫商大会

第五届豫商大会

第六届豫商大会

第七届豫商大会

2012 年 8 月 28 日，第七届豫商大会在许

昌市开幕。本次大会到会嘉宾、客商 1800 多

人，其中，境外参会团组 9 个，有 82 个河南异

地商会参加会议。

第八届豫商大会

第九届豫商大会

第十届豫商大会

2009 年 8 月 28 日，第四届豫商大会在漯

河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60多个河南商会代表

团、近千名豫商精英前来参会。

本届豫商大会上，省教育厅、省豫商联合

会、河南大学等部门和高校与异地河南商会、

大型豫商企业等用人单位签订了一批合作协

议，对河南大学生、农民工就业起到了积极作

用。

2010 年 8 月 28 日～30 日，第五届豫商大

会在开封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68 个河南商会

代表团、近 1500名豫商参会。

本届大会开幕式前的 8 月 27 日，大会举

办了河南省特色产品暨豫商商品展。

2011 年 8 月 28 日，第六届豫商大会在商

丘开幕。本届豫商大会会期三天，其间举办

了豫商主题论坛、商务考察、商丘市情说明

会、项目签约仪式等 10多项活动。会议期间，

到会客商 2000 多人，其中境外参会团组 10

个、世界 500 强企业 6 家、国内 500 强企业 18

家，有 75个河南异地商会参加会议。

2013 年 8 月 28 日，第八届豫商大会在安

阳举行。来自海内外 90余家河南商会的豫商

代表和相关各界友人，共约 1500 位嘉宾到会

交流。

本届豫商大会再次践行社会责任，在会

议期间，针对大学生就业难，举办了豫商企

业——河南学子的专场招聘会，以及一场富

有河南特色的名优工业品展览会。

2014 年 8 月 28 日，第九届豫商大会在新

落成的新乡市艺术中心大剧院开幕。来自海

内外的 108 个豫商商会组团参加盛会，1700

多名河南籍企业家和嘉宾欢聚新乡。

2015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豫商大会在信

阳百花之声大剧院隆重开幕。来自海内外

123个豫商商会组团参加盛会，2000多名河南

籍企业家和嘉宾欢聚大别山下。

大会对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发展河南

经济和推进新豫商自身的发展进行深入探

讨，并重点研究境外投资、产业转型升级、“互

联网+”等前瞻性的领域。

豫商大会给焦作带来了什么？

“‘互联网+’技术颠覆了许多传统行
业，大数据也在颠覆着人类原有的思维
模式。在新形势下，广大豫商要积极认
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学
习先进企业的成功经验，提高企业家决
策能力和整体素质，推动豫商共同发
展。”8月28日上午，以“新豫商、新形势、
新任务”为主题的第十一届豫商大会主
题论坛上，省政协原副主席、省豫商联合
会会长陈义初就当今时代发展特点作了
精彩演讲。

豫商大会给焦作带来了众多投资项
目，豫商之间思想的交流碰撞，新发展理
念的汇聚融合，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
分析，更是给焦作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
的力量。

转型升级是豫商大会论坛上出现频
率很多的一个词。在主题论坛上，胡葆森
以《谈建业的战略转型》为题，就企业为什

么要转型、如何转型进行了详细阐述。胡
葆森说，站在新起点的焦作和建业一样，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建设创新焦
作、富裕焦作、美丽焦作、平安焦作，实现
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机遇与困难
并存。怎么实现这个目标？转型升级是
第一要务，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
型，在转型发展中建设美丽焦作。

贵州省河南商会会长王茂地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的经历讲述了转型
升级的重要性。王茂地是贵州钰祥矿业
集团董事长，在国内煤炭需求疲软但产
能很大的形势下，他在商城县承包了10
万亩山地，从事农业和林业生产，收益可
观。

结合自身经验，他建议，“焦作也有
青山绿水，如果经过技术研究，发现某种
植物含有特殊的物质，就有了做成产业
的基础，然后投入财力开发，使之成品

牌、成精品。只有资源、技术、财力进行
有效结合，转型才能顺利进行。”

创新创业也成为本次大会讨论的焦
点。在青年豫商创新创业发展论坛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云
峰、河南希芳阁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洋、三鼎家政集团负责人任富强讲
述了各自企业的发展历程、分享了创业
经历。

如何做好开放发展，以开放促进转
型升级、经济增长，也是豫商大会上讨论
最多的问题。在郑州航空港与“一带一
路”战略分论坛上，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
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是河南加快发展
的重大机遇，要想与“一带一路”战略深
度融合，搭上发展的“快车”，必须加强战
略衔接，提升对外开放的战略牵引力；必
须加强空间优化，提升对外开放的空间
扩张力。

8月 29日上午，豫商分为三组考察
焦作各地市的企业发展情况，了解当地
投资政策和环境。

在博爱县举行的项目发布会上，工
作人员详细介绍了该县的 33项对外合
作项目，内容涵盖旅游、基础设施、汽车
产业配套等行业。“此次豫商大会，博爱
共签约 10 个项目，项目总额达 90 亿
元。豫商大会给博爱带来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短期来看有直接的项目落地，长
期来看，我们与十几家商会建立了联系，
未来有好的项目可以继续合作，这都是
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博爱县县委书记
张建说。

新疆阿克苏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徐守
峰已经参加过九届豫商大会，他对焦作的
经济发展势头很是看好。“焦作有许多特
色农产品，希望有机会可以扩大业务往
来，扩宽新疆和焦作的农产品销售渠道。”

文化名片诠释焦作魅力。文化是一
个城市的灵魂，独具特色的文化是城市

的魅力所在，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四大
怀药”、太极拳作为世界级名片，驰名海
内外。

旅游分论坛上，云台山风景名胜区
管理局党委书记金贵斌向与会客商代表
介绍了云台山新推出的中医音乐疗法体
验游等文化旅游项目，山、水、文化和谐
之美集中展示了云台山丰厚的文化底
蕴，引起了广大豫商浓厚的兴趣。

中国怀商怀药高峰论坛上，民生药业
集团董事长徐海照针对“四大怀药”产业
发出了20项倡议，包括设立“四大怀药”
节、投资拍摄影视作品、建设产业基地等，
颇具创意。“这次豫商大会增加了怀商怀
药文化高峰论坛，办出了新意，办出了特
色，对传承怀商怀药文化影响深远，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出席豫商大会的省
政府研究室副巡视员皇甫小雷说。

在温县招商推介会现场，200多名
豫商代表近距离观看了多位太极拳名家
奉献的太极拳表演秀。精彩的表演，不

时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太极服、太极工
艺品引起了豫商代表的广泛关注，他们
纷纷索要联系方式，以期后续合作。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焦作的
扩大开放打开了新窗口，为转型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目前，焦作已与“一带一
路”沿线 61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境
外投资涉及新加坡、俄罗斯和北美等国
家地区。波兰河南商会副会长韩全保
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焦作，这个地方
开放型经济发展如此之好，让我很是意
外和欣喜。未来，波兰河南商会将加强
与焦作在开放平台建设上的合作。”

第十一届豫商大会大幕虽然落下，
但它对焦作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
变化正在持续发酵中。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焦作370万人民相信并期待，在打
造创新焦作、富裕焦作、美丽焦作、平安
焦作，实现尽早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的
伟大征程中，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豫商力
量汇聚进来，并肩前行。

新业态是此次豫商大会推介的热
点。值得欣喜的是，25个新业态项目在
会上都找到了“婆家”。

据了解，25 个新业态项目总投资
390.1 亿元，其中投资额在 10亿元以上
的项目有8个，投资额在5亿元以上的项
目有 9个，主要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
智能装备、电子商务等产业。

焦作市对此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
必将有力促进焦作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
转型升级，也将有力促进广大豫商把事
业做大、把企业做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焦作人民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今年6月，焦作市委立足现有优势，
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尽早跻身全省‘第一
方阵’”的战略目标。市委书记王小平着
重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工业
强市战略不动摇，必须坚持转型升级不
动摇。

焦作因煤而建、以矿起家，属于典型
的资源型城市。近年来，随着煤炭资源的
逐渐枯竭，焦作市不断进行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已由单一的煤炭产业发展成为以
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铝工业、煤盐联合
化工、能源和食品等传统产业为支撑，以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
新兴产业为先导的现代工业体系。

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焦作产业结构不合
理、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也逐步暴
露出来，现有的产业支撑能力已经不能
满足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新要求，向
项目要转型动力和发展活力，势在必行。

刚刚落幕的豫商大会为焦作送来了
“及时雨”。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总裁王有治是土生土长的焦作人，他
表示在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已经和包
括焦作在内的河南多地开展了合作。“通
过豫商大会，让我更进一步了解家乡的
发展变化，一定会抓住本届大会的机遇
多沟通交流，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多作
点贡献。”

武汉华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在焦作注册成立了河南华豫盛达特种

设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传虎
表示，正在加快转型升级的焦作也为大
家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机遇，“下一步将加
大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合作，大力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电子商务是近年来焦作发展的一大
亮点。孟州市依托农村淘宝项目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推动县域互联网融合发展，
去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110 亿
元。天亿联盟总经理张维生说，天亿联盟
的经营模式基于互联网+实体，他很看好
焦作的电商发展势头，看好焦作电子商务
产业园项目，已考虑在焦作布局落子。

旅游文化发展项目成为豫商考察关
注的重点。“焦作有世界闻名的云台山、
太极拳、‘四大怀药’和绞胎瓷等，把这些
元素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会进
一步促进焦作文化创意产业生态链的形
成。”珠海至上品牌工场创始人、执行创
意总监师伟说，“会后我将进一步对焦作
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考察，希望能打造
一个蕴含丰富焦作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
项目。”

新理念拓展新思路

新起点孕育新希望

第十一届豫商大会项目签约仪式暨大会闭幕式现场。

青年豫商创新创业导师团。

项目签约现场。

（本版图片均由赵耀东摄）

嘉宾举起手机拍下这难忘的一刻。

首届中国怀商怀药高峰论坛。

第十一届豫商大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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