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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周
晓梦 周月光 通讯员陈颖）今天，
2016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简称“冬交会”）开幕，来
自全国29个省级供销社不仅带来当
地特色农产品，而且大手笔签下海南
农产品订单合同以及意向合同，成交
金额29.73亿元。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全国供销合
作社系统战略合作协议农业招商合
作项目暨农产品订单集体签约活动
中，全国各地供销系统批发商与海南

各市县特色农产品种养合作社以及
农业企业签订合同及意向合同累计
128 宗，数量 72.75 万吨，成交金额
29.73亿元，成为本届冬交会上海南
特色农产品的大采购团。

在现场，省供销合作联社还分别
与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贵州省供
销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
省际间的横向联合合作。省供销
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口新海物流园
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农业招商合作
项目，项目计划投资额 4.6 亿元。

农产品订单集体签约已遴选 18宗
参加集体签约，数量20.01万吨，金额
8.98亿元。

今年冬交会，省供销合作联社
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全国兄弟
省社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推介战略
合作项目，洽谈合同订单，取得丰
硕成果。全国供销展区面积 2900
多平方米，是面积最大的展区，全
国供销社系统共有 29个省级供销
社参会参展，参会客商代表643人，
搭建标准展位 254 个、特装展位 1

个，参展展品达2100多种。展品有
吉林的长白山人参、内蒙古的沙漠
黑枸杞，新疆吐鲁番的葡萄干等，
让广大市民不出岛就能买到价廉
物美的全国特产。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供销展区举
办了第二届“冬交会杯”摄影大奖
赛，本届冬交会还在全国供销展区
举办了手机“摇一摇”和现场问答有
奖活动，让参展商和广大市民互动
起来，给市民带来欢乐，给参展商带
来更多商机。

昌江：农产品
扫二维码可溯源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梁振君 刘
笑非 特约记者林朱辉 实习生何金龙）冬交会
今天在海口开幕。昌江黎族自治县借力冬交会
平台全面展示了自身热带特色农业的产业格
局，彰显了昌江特色农产品“绿色、天然、健康、
美味”的理念。冬交会首日，昌江共落实合同订
单4宗，涉及金额超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昌江展出的农产品上采用
了二维码溯源方式，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就可
以扫二维码查询产品的溯源信息。

冬交会昌江馆优选了全县30家农业企业、
合作社参展，展品涉及冬季瓜菜、热带水果、花
卉、海洋渔业、休闲农业等20多类90多种各具
特色的品种，共设置了昌江特色产业区、特色农
副产区、海鲜干货区、农副产品加工区、热带水
果区、特色蔬菜产区等专业展区以及1个洽谈
区，总面积228平方米。

与往年相比，今年昌江馆更加注重农业品
牌、产品特色、产业脱贫的展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霸王岭山鸡、传统特色品牌昌江芒果、
特色霸王岭负氧离子空气、绿色健康的特色竹
稻等夺人眼球；来自贫困户农业合作社的和牛
肉、特色山猪肉、肉质鲜美乌烈羊肉、姜园圣女
果等让客商赞不绝口。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王伟）今天的冬交会
上，白沙黎族自治县展馆吸引了不少
人的注意：白沙副县长周秋平化身

“网络主播”介绍起白沙特色农产品，
消费者只需网络下单，便能轻松完成
购买。新颖的展销方式，也浓缩了今

年来白沙电商飞速发展的影子。
今天上午开始的“县长直播”通

过时下流行的手机平台全方位直
播，短短一小时时间里就有近7万
人同时在线，借网络平台的火爆人
气，白沙馆电商活动店铺的总成交
额突破20万元。

据了解，白沙县政府为本次冬
交会特别打造的农产品O2O体验
馆，不仅在加入了往年没有的电商
元素，也着力将其打造为“无现金交
易”展馆。由20多家企业带来的10
大类产品、超过100个品种的农产
品均可通过网络下单完成订购。

同时，白沙县政府“郡县图治”
也在冬交会上首次亮相，这是通过
与阿里集团合作，搭建起的全面反
映白沙地方经济数据的大平台。

未来，双方还将围绕“郡县图
治”“智慧民生”两大方面开展深入
合作。

定安：富硒产品走俏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邓钰 特约

记者司玉 通讯员王聘钊）在今天的冬交会上，
定安展馆展品广受欢迎。定安县联合20家县
级加工企业和14家乡镇合作社参展，展出富硒
香米、圣女果、莲雾等98种特色农产品。

在现场，主打生态富硒概念的多种生态农
产品广受欢迎。据统计，定安今天达成线上交
易额26万元，现场订单3500万元及现场销售
额55万元。定安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定
安已将大力发展富硒特色热带生态循环农业写
入“十三五”规划，该县将借助冬交会平台进一
步打响农业生态品牌。

琼中：绿色养生品牌吸睛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郭畅 通讯员

黄鹏）冬交会今天开幕，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携手
17家企业参加本届冬交会，共展出绿橙、蜂蜜、山
兰、咖啡等共29种特色农副产品，并推介琼中农
业生态产业园和湾岭农副产品加工园种植、养殖、
农产品加工等招商项目，受到众多参观者的青睐。

据了解，目前琼中共注册农产品商标85个，获
得海南省著名商标品牌7个。“十三五”以来，琼中大
力发展农产品品牌化运营，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琼中是‘天然氧吧’，琼中绿橙和琼中蜂蜜
还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今年参展的农
产品可以通过扫二维码来辨别真伪。”琼中冬交
会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

全国29个省级供销社冬交会首日大手笔签订海南农产品

“海南产”狂吸近30亿元大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
周晓梦）“一盒黄皮干多少钱？”“25
元，这些是我们贫困兄弟家自己种的
……”今天12时许，在冬交会的“海
南脱贫农产品专销区”，黄时京正在
展位前招呼客人。借力冬交会这一
平台，这位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青年
返乡创业带头人，带着老乡们的脱贫
农产品，主动找市场、找销路。

今年冬交会，在展馆外专门增设

900平方米70多个展位的脱贫农产
品专销区，为各市县各乡镇的“黄时
京”们销售产业脱贫农产品提供平台。

这些脱贫农产品虽是初次“亮
相”冬交会，却丝毫不“怯场”。“这一
批黄皮干的鲜果，是前段时间我们从
镇里60多名贫困户处收购来的，一
共收了两万多斤。”黄时京说，收购了
黄皮鲜果，他们统一进行加工、包装，

“土气”的农产品变得“高大上”。

据了解，黄时京创办的海南金
农实业公司已带动7户贫困户产业
发展，合作社还为大家提供销售等
服务。这次来参展，黄时京给自己
定了个小目标——期待在冬交会期
间可以签订各类黄皮干、黄皮酒、荔
枝干、永兴黑豆等农产品订单，销售
额可以达到25万元。

在现场，永兴镇副镇长许曙介
绍，这次参加冬交会，目的是展示永

兴特色品牌农产品，特别是脱贫农
产品，除了现场零卖销售以外，更希
望能够找到长期合作对象。

和许曙一样看好冬交会平台的，
还有三亚育才农民专业合作社协会
会长黄文全。“主要还是想让农产品
卖得更好，卖得更多。”黄文全说，他
们这次带来了500斤食用菌、2000
枚土鸡蛋、200件紫黑米，花生油和山
栏酒各100瓶，希望能找到市场。

本报海口 12月 12日讯 （记者
孙慧）今天上午，在冬交会上举行的
优电联盟优质农产品采购暨单品竞
购会上，19家国内大型采购商现场
竞拍采购25种海南农产品，在两个
多小时内，近 500 万吨农产品竞拍
售出，总成交额254.96亿元。

竞购会上，海南优电联盟提供
了25种优质特色农产品参与竞购，

现场对海南荔枝、红莲雾、芒果等25
款农产品进行了推荐，推荐农产品
被抢购一空，大宗农产品采购成交
金额254.96亿元。随后进行的单品
竞购会也颇受欢迎，有7家买家企业
参加，参展人员纷纷拿出手机下
单。据统计，半小时内在优电联盟
平台上成功下单量达到5200笔。

同时，优电联盟为保证此次竞拍

的农产品实现从田间地头到批发市场
的运送顺畅，分别与罗牛山、中国人
保、海航物流、澄迈网店协会、三亚芒
果协会等多家企业签署了《优电联盟
海南优质农产品品质保障体系战略合
作协议》和《优电联盟海南农业产业链
合作伙伴战略合作协议》，将联合这些
优秀企业全面合作，建设农产品运输
与存储体系，加速推动海南农业产业

升级。
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黄正恩认为，

将大型采购商集合在一起竞拍，是一
次借助“互联网+”的创新模式，可以
了解到我省农产品的销售去向，以及
每个品种的市场需求情况，可为指导
我省的农产品生产，对农业供给侧产
业结构调整提供重要的数据参考依
据。

农业部市场经济与信息司司长
唐珂表示，海南的农业电商发展值
得肯定，利用这一全新的“互联网+
农业”电商模式，可让海南农产品
生产企业及千万家电商平台联合
在一起，打通农产品产销一体化链
条，实现购销信息双向畅通，引导
农户开展订单生产，引领新型农村
农产品流通模式。

各市县脱贫农产品“亮相”冬交会脱贫农产品专销区

快来看！贫困兄弟们的农产品来了

副县长化身“网红主播”，1小时卖出20万元农产品

白沙电商“红透”冬交会

优电联盟优质农产品采购暨单品竞购会冬交会上举行

19家采购商“拍下”近255亿元 海口：14个农产品
签下4.72亿元订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见习记者陈嘉博
通讯员彭景）海口市政府今天下午举行农产品
订单和农业招商项目集体签约暨冬季瓜果菜优
秀运销商表彰仪式。会上14个农产品合同订单
签约数量10.05万吨，金额4.72亿元；2个农业
项目签约金额4000万元。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口冬季瓜菜、热带
水果、畜牧业、林业花卉、水产品等产品有合同订
单101宗，总数量36.50万吨，金额17.85亿元；意
向订单38宗，总数量5.73万吨，金额2.76亿元；
农业项目10宗，金额10.4亿元。今天会上，从中
筛选14个农产品订单合同和2个农业项目协议
进行集体签约，农产品订单签约数量10.05万吨，
金额4.72亿元；农业项目签约金额4000万元。
其中，市菜篮子投资发展公司和南京农副产品物
流中心签约农产品批发市场分拣加工项目4000
万元，和深圳大生农业集团签约农副产品综合批
发市场管理与服务项目战略框架协议。

琼海：半天落实订单
75宗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刘梦晓 许春
媚）今天，2016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
易会开幕，琼海精心筹划部署参展工作，截至今
天12时，琼海落实订单75宗，金额20多亿元。

在今年的冬交会琼海展区，琼海集中展示以
八大公共品牌及各镇特色品牌产品为代表的琼
海品牌农产品，突出宣传琼海市12个风情小镇
和彬村山华侨经济区区域名片和特色农产品。

此次参展的琼海企业及合作社共有62家，
展出70多种产品。此外，琼海的农业招商项目
有12个，总金额超37亿元。

亮点

■ 本报记者 许林

“在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上，政府
部门应该多咨询企业、经销商的意见。”

“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助力展
会成功举办。”

……
今天，来自农业部以及27个省区

市的近50位相关部门代表齐聚海口，
就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市
场拓展，以及会展经济如何推动农产
品加工业供给侧改革深入交流。

“今天恰逢冬交会在海口召开，欢
迎各位把海南的特色农产品带回家。”
交流一开始，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王
宏良就给本届冬交会做起了“广告”。

根据《海南省会展业发展规划
（2015—2020年）》，“十三五”期间，
海南将重点打造一批知名会展品牌，
培育一批会展龙头企业。

据介绍，今年的冬交会设置38个
展馆，10个省区市组团参与。预计吸
引6000多名客商、30多万市民参加。

“今年的展会规模更大，希望这样
对当地现代农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展
会越来越多。”提到冬交会，农业部农
产品加工局副局长潘利兵说。

“我尝过，最喜欢蜂蜜和文昌鸡。”
今年9月，中国农产品加工贸易投资
洽谈会（下称贸洽会）在河南驻马店举
行。提起海南农产品，来自河南省农
业厅的代表印象深刻。

“全省农产品加工园区入园企业71
家，全省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37
家，产值预计达360亿元。”这是“十二五”
期间，海南农产品加工业交出的答卷。

正是在驻马店贸洽会上，7家海
南参展企业展示了86个海南农产品
加工品种，现场销售43600元，并达
成多个订单和合作意向。

2016年，在伦敦，海南举办了专
场海南农产品推介会，吸引关注的同
时还拿下意向金额折合人民币3000
万元；在西班牙，我省15家企业参加
西班牙国际食品及饮料展览会，同71
家各国客商达成合作意向……

“我们希望通过会展增进区域交
流与合作，为海南农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王宏良告诉记者。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27省区市农业部门代表海口
纵论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展会给产业插上
腾飞翅膀

12月12日，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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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展出的特色产品吸引市民驻足。
据了解，本届冬交会参展企业达1732家，参展客商3700多人。冬交会为期四天，共设38个展馆展区，总面积80000多平方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特色产品“惊艳”冬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