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范南
虹 通讯员陈真）富硒香米、富硒红薯、富
硒瓜菜与富硒鸡蛋……昨日，卓达集团
生产的系列富硒有机农产品在第16届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上展出，受到了参会客商的热烈追捧。
交易会现场，卓达集团还与省国营中建
农场举行了现代富硒农业产业园区项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拟定
利用现代农业科技，共同打造富硒农业
产业园。

根据协议内容，现代富硒农业产
业园区项目将建设富硒香米、富硒

苦瓜深加工、富硒果蔬与富硒畜禽等
产业集群。同时，依托中建农场天然
富硒农业资源与山水资源，通过与文
化、教育、养生养老、长寿等产业有机
结合，发展健康养生农庄、世界长寿
文化园等形态的休闲农业与农业庄
园经济。

据了解，富硒农业产业园项目总体
规划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年总产值30
亿元，每年为屯昌中建农场职工增收约
3亿元，并推动一批农民合作社的建
立，实现现代富硒农业的规模化与集约
化生产。

卓达集团与屯昌中建农场签约

打造现代富硒农业产业园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年冬交会期间，海南省供销
社分别与辽宁省供销合作社、陕西
省供销合作社达成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此外，海南省供销社与全国
供销社系统落实农产品订单金额
27.29亿元。

据了解，海南省供销社分别与两
省供销社将在加强企业间交流、促进
特色农产品市场流通、推进农村合作
经济组织发展等方面进行重点合作。
此外，海南省供销社下属企业海南省
椰农丰贸易有限公司和陕西省社下属

企业陕西省糖酒果品副食总公司签订
合作经营工作意向书，合作双方将在
各自辖区设立对方新鲜水果、土特产、
进口食品等农副产品销售窗口，并利
用各自的销售终端销售对方相关产
品，同时对外进行批发销售。

近年来，海南省供销社加强了与
兄弟省社联合合作，先后引进了安徽
省社的上市公司辉隆集团，重组了海
南省农资公司，成立了海南省农资集
团，引进了广东省社的新供销天润农
产品运销公司，组建了海南省新供销
天润粮油有限公司。

促进特色农产品市场流通

陕辽琼三省供销社“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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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温航军）今天上午，海南省第九届刻字艺术展在海
口开幕。近百件作品从两百余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入选参展，基本上代表了海南现代刻字艺术的整
体风貌。

刻字是一门综合艺术，它包括书法、雕刻、构
成、色彩等多种艺术语言，融汉字的书法美、凿刻
的形式美、材料的肌理美、色彩的装饰美等多种艺
术美为一体，拓展了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

本次展览是省刻字艺术研究会自成立以来，
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展览，是我省刻字艺术
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我省刻字艺术
普及、发展的一次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省
这些年刻字艺术整体水平与创作趋向。

主办方认为，本届展览的作品其综合表现技法
赋予了传统书法刻字艺术以新的生命力，令人耳目
一新，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省政协副主席王应际出席开幕式。

海南省第九届刻字艺术展海口开幕

百余件作品赋予
刻字艺术新生命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
员孙有余）今天上午，由民盟海南省委主办的民
盟海南美术院成立暨首届美术作品展开幕式在
省博物馆举行，来自省内外的96件高水平艺术
作品集中展出。展览持续三天，市民可免费前
往参观。

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主委康耀红，省政协
副主席王应际出席开幕式。

据了解，2014年是民盟海南省委成立25周
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民盟海南美术院今天成
立。今天展出的96件高水平艺术作品涵盖国
画、油画、水彩、书法，其中有来自吴为山、吴东
民、陈振濂、陈茂叶等全国著名美术家和书画家
的6件作品，以及本省盟员的67件作品。

张平致贺辞时指出，海南民盟的书画艺术家
们长期生活在风光优美的自然画卷里，浸润于热
带海岛风情中，形成了不可复制的创作风格和艺
术氛围，希望民盟海南美术院成立后，能创作出更
多优秀的精品力作。

康耀红在开幕式上也表示，民盟海南省委
将继续为描画美丽海南促进绿色发展增光添
彩。

开幕式上，现场全体成员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默哀1分钟。

民盟海南美术院成立
96幅优秀艺术作品省博物馆展出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
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
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孙有余）今天下午，民盟海南省委六届四次全体会
议在海口召开，学习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传
达民盟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民盟海南
省第六届常务委员会2014年工作报告，审议通过
《民盟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

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要深
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民盟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海南省委六届七次全
会精神，凝心聚力，始终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
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为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法治建设献计出力。

全会号召，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
央周围，继承和发扬盟的优良传统，奋发进取、开
拓创新，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海南省委主委康
耀红出席全会并作总结讲话。

民盟海南省委六届四次全会召开

为推进法治海南建设
献计出力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况昌勋）今天，
由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组织、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
主办的首届中国（海南）国际休闲农业发展高峰论
坛在海口召开。专家表示，休闲农业是利用农业
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可以开拓传统旅游市
场、城市白领、学生、“老知青”、农民等五大市场。

海南省休闲农业协会执行会长王佳提出，海
南70%以上的休闲旅游资源分布在农村地区，可
以开拓传统观光旅游市场。“城市白领是休闲农业
消费主力军之一。利用周末及假期去郊区度假，
对现代白领阶层极有吸引力。游览、体验农家生
活的学生市场，也有开拓的潜力。”洲际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厉宁说。

首届中国（海南）国际休闲农业
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海南休闲农业
可深挖五大市场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况昌
勋）海外客商扎堆而来寻商机、省内企业
拿出各种特色产品吸引顾客、农民参会
寻找收购商……冬交会已经成为“红
娘”，企业和农民寻找到了合作对象，农
产品也找到了“婆家”。据冬交会组委会
办公室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33.2万吨
的瓜菜和68.125万吨的热带水果找到
了“婆家”，两项订单金额为87.1亿元。

“有10多家企业和我们签了合同。”
在海口市展馆，海南诚利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潘成立兴奋地拿出一叠合同书跟记
者说，“很多参加冬交会的饮料业企业看

中了我们生产的椰浆原粉、青金桔原粉、
香蕉原粉，像河南大咖食品有限公司一次
性签下了5600多万元的订单。一共签了
10家企业、订单金额达1.2亿元。”

在畜牧展厅，首次面市的猪肉新
品种川藏黑猪肉受到了市民的欢迎，
虽然价格达35元/斤，但是一天内一头
猪就被抢购一空。“川藏黑猪聚合藏猪
等地方猪种和引进猪种两类遗传资源
的优势，今年2月 27日获得国家新品
种认证，它肉质细嫩多汁，香味浓郁。”
四川畜牧科学研究院养猪研究所所长
吕学斌研究员说，川藏黑猪已经开始

在海南养殖，优质的猪种加上海南优
质的生态环境，定能生产出优质的猪
肉产品。

而在电子商务展区，淘宝“特色中
国·海南馆”也收获颇丰，与入驻企业
达成多项合作，现场签约合作协议62
份，总金额约31亿元。海南馆负责人
介绍，今年“网上冬交会”也实现开门
红，开幕当天淘宝网“特色中国·海南
馆”成交额达242.1 万元，在淘宝网开
展的“汇下厨”促销活动，总成交额达
41.7万元。

屯昌枫木苦瓜种植户黎汉强也到冬

交会寻找“商机”。“再过一段时间枫木苦
瓜就要上市了，希望能够在冬交会寻找
到收购商。”黎汉强说。在冬交会现场，
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副总经理曾玉森
与黎汉强“接上了头”。曾玉森说，海南
每年有近50万斤瓜果菜通过江南市场
销售，非常乐意为海南农民或专业合作
社与市场内批发企业的合作“牵线搭
桥”。

一些新技术、新产品也被搬上了冬
交会，让更多的人认识。在文昌市展馆，
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就将通过航
天育种研发的巨型南瓜、太空大葫芦等

“稀罕”农产品搬上了展台，让市民们感
受到“餐桌上的科技”。

在三亚展馆，长的像娃娃一样的人
参果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喜爱。生产企
业负责人史红艳介绍，这种人参果是香
瓜的一个品种，被套上了人参果形状模
具生长而成，目前为试种，预计明年上
市。陵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的“垂
直农场”也搬进了陵水展馆，“垂直农场”
的铝架外形如梯子，蔬菜种在“梯阶”的
凹槽内，铝架梯阶会自动上下旋转，所有
蔬菜都有机会转到架子顶部，充分吸收
阳光。

133万吨瓜菜和68万吨热带水果签下订单，金额达87.1亿元

冬交会做媒 农产品“嫁得好”

关注冬交会

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 （记者孙
慧 通讯员宋祥达 李健）记者今天从冬
交会获悉，澄迈富硒产品在今年的冬交
会上大受欢迎，首笔订单就签订了5.5
万吨的瓜果菜购销协议，总共签订了价
值4亿元的富硒农产品订单。

澄迈富硒农产品
揽下4亿元订单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李佳
飞 特约记者吴孝俊 通讯员符瀚才）“这
淮山的味道与众不同，又粉又甜，味道不
错！”昨日，2014年中国（海南）国际热
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正式开幕，各展馆内人头攒动。在
临高展馆，东英长寿五粮尤其引人关
注，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现场品尝
后，对临高长寿五粮的口感赞不绝口。

据悉，冬交会首日，临高长寿五粮共
签下订单5宗卖出60万斤。

临高长寿五粮
一天卖掉60万斤

本报定城12月 13日电 （记者赵
优 特约记者林先锋 通讯员蔡佳栩）昨
日，在冬交会琼台美食文化街上，定安共
有26家企业、30家摊位参展，当天现场
促销成交额 172 万元（含美食街销售
量），比去年大幅提高。

冬交会首日举行的农业招商项目暨
农产品订单签约仪式上，定安现场签约
农业招商项目2个。此外，还订立合同
或意向合同269宗，成交金额21.98亿
元，比去年增长15%。

定安美食
“吃下”百万元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木栅栏内花草盛放，摆上一木屋、
凉亭，在内悠然品茶。今天冬交会休
闲农业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

海南休闲农业发展迅速。目前，全省
休闲农业发展到200家，投资总额累计达
到50.4亿元，营业收入达8.92亿元。但
是，海南休闲农业发展时间短，经营形式
简单雷同，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12月12日，在海南休闲农业高峰
论坛上，来自省内外的专家认为，发展海
南休闲农业要从养生和体验切入。

意义：
破传统农业发展瓶颈

“懒人的愿望”、“鼹鼠的家”，位

于海口市火山口的开心农场内，每一
栋小院都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推开院
门，则是一方方块小菜地，地瓜叶、空
心菜正在吸收雨露生长。而在手工
坊，游客们正在手推石磨，制造传统豆
腐，大快朵颐。在开心农场，蔬菜、豆
腐已经不单纯是食品了。

“不把蔬菜当产品卖，而是围绕农
牧业生产过程设计体验活动，吸引游
客参与，从游客的笑声中、从游客神怡
的心境上获得经营回报。”海南农业发
展银行副行长莫壮才说。

近年来我省休闲农业也发展迅速，
短短的4年时间，从100家增加到200
家，其中休闲农业示范点达68家，接待
人次从184万增加到1015万，形成了
以海口、三亚、保亭为中心的3个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聚集区。

现状：
特色不明显，带动性不强

尽管海南各市县休闲农业如雨
后春笋般崛起，然而大多属小型农家

乐模式。海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院长柯佑鹏教授就坦言，我省休闲农
业以吃饭、钓鱼、住宿、打牌、卡拉OK
等居多，缺乏创新特色，对游客吸引
力小。

“缺乏特色，将阻碍休闲农业的
可持续发展。”台湾国立勤益科技大
学休闲产业管理系郭春敏直言，在
台湾休闲农场发展风潮中，真正能
够经营发展的农场，首先是有自己
特色的。

我省休闲农业带动性也不够强，农
民参与度低，也是发展问题之一。记者
调查发现，我省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企
业与农民的利益存在隐性冲突，土地租
赁期限过长、租金过低，且没有稳定的
价格增长机制，农民被排斥在外等现象
普遍存在。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博士后、海
南省规划院副处长夏勇开说，短期来
看农民利益分配少，企业可能收益增
加，但多年后会因为缺少农民的参与，
农庄缺乏活力与发展环境，企业也会
受损。

展望：“养生+体验”有钱景

与会专家表示，海南休闲农业未
来发展，成功的路径在于养生、体
验。海南休闲农业专家夏鲁平说，要
关注旅游新变化，随着民众收入水平
的提高和对空气环境质量要求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将选择回归自然式
的长居休闲，海南休闲农业可以抓住
这次机遇。

莫壮才说，海南发展养生型休闲农
业根基在于生态环境和生态农业，优势
和发展路径也在于此。不过，海南发展
养生型“休闲农业”，切忌大而全，切忌
照搬城堡进乡村。

柯佑鹏说，海南的耕作文化具有很
强的地方特色，如何把这些差异与海南
的黎族、苗族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创
造出更多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元化
消费需求；如何把休闲农业从买方市场
扭转为卖方市场，是摆在广大休闲农业
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海南传统农业亟需升级，旅游行业出现新变化，专家建议——

休闲农业从“养生+体验”切入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况昌
勋 通讯员袁国华）今天，省农信社在冬
交会现场银企融资对接会上，与21家农
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50位农户进
行签约，授信总额超过15亿元。为帮助
农民走出“灾年”，省农信社表示，从现在
开始到明年春节，筹集60亿元信贷资金
支农扶农。

省农信社理事长吴伟雄说，今年下半
年，海南连续遭遇“威马逊”和“海鸥”两场
特大台风的袭击，农业企业和农户损失惨
重，急需大量资金投入，恢复发展生产，所
以借助冬交会这个平台，为更多的农业企
业和农民做好金融贷款服务。“省农信社
与省农业厅联手，决定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春节，筹集60亿元信贷资金支农扶农。”

据悉，目前省农信社已经推出了
“一小通”顺贷，运用“大数据”，对优质
客户发放贷款，实现“线上授信，线上
用信，随借随贷，随用随还”。

省农信社
为农企授信15亿元

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 （记者杨
勇 林容宇 通讯员林芳龙）昨日，在冬交
会屯昌县农业项目招商推介会暨订单签
约仪式上，屯昌县向众客商推介了包括
国家农业公园在内的5个项目。当天，
屯昌共签订合同订单329宗，涉及金额
近1.75亿元，签订意向订单21宗，涉及
金额2037万元。

冬交会屯昌
揽亿元订单

融资

订单

12月13日，冬交会展厅内，来
自非洲加纳的少年在表演手鼓。
本届冬交会吸引国外、境外参展客
商590多人，国外客商来自意大
利、澳大利亚、东盟各国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农业
特产，也带来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本栏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12月13日，冬交会开幕第二天，各大展厅挤满
了参展人群。

12月13日，冬交会主展厅内，海南农博网的工作人员
十分热情地招待客人。他们在本届冬交会开幕的第一天就
斩获了1.18亿元的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