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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美食香飘农博会
“逛农博会不但可以选购绿色生态的优质农

产品，还可以尽享屯昌的特色美食。”前来观展的
北京游客张丽萍一只手拎着刚淘好的农产品，一
只手不停往嘴里塞各种屯昌特色小吃。

屯昌黑猪肉粽、南吕腌粉、香糯椰子卷、花生
饼、炸葱酥、木薯饼、萝卜糕……5月19日至5月
21日，在2017第八届中国海南（屯昌）农民博览
会美食展示街，特色多样的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前来观展品尝。

据了解，为了展示海南独特的美食，弘扬海南
饮食文化，打造屯昌餐饮小吃品牌，组委会在农博
会活动期间，专设美食展销一条街。

本次美食展示街位于屯昌县农博城东北侧，
展出时间为2017年5月19日至5月21日，共规
划设置46个展销位。其中，除了展出屯昌本土的
特色美食以外，还包含了海南各市县特色小吃，以
及全国特色美食等等。

“今天特别热闹，从早上八点到现在三个小时
的时间，已经卖出了将近一百份。”屯昌特色小吃
南吕腌粉老板开心地介绍道。

“这里的美食特别有意思，每样我都想尝一
尝。特别是这个黑猪肉粽，和我们北方的真的不
一样。”来自河北的候鸟老人李玉梅说。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本届农博会举
办时间临近端午节，而海南粽子一直以来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因此特在美食展示街中专门设置海
南名粽展区，并邀请了海南四大名粽产地——屯
昌、定安、万宁、儋州等市县的粽子企业参展。

“屯昌有奇异的丘陵平湖风光、独特的民俗民
风。同样，这里也有享誉省内外的屯昌黑猪、屯昌
香鸡、屯昌香草鸭等特色农产品，特色小吃也是丰
富多样。”屯昌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负责人表示，农博会吸引了众多省内外、国
内外的客商和游客聚集屯昌。而美食展销的举办
不仅丰富了农博会的内容，同时也能进一步宣传
屯昌美食文化。

此外，农博会期间，屯昌还举办了“十品百菜
精美小吃”评选等活动。

农博会搅热屯昌
乡村深度自驾游

农博会期间，全省各地宾客涌入屯昌选购农
产品，观赏黑猪赛跑等趣味活动，品尝当地美食，
农博会搅热了屯昌乡村深度自驾游。

5月20日，屯昌猪哈哈的农场人山人海，四
面八方的群众赶到这里欣赏民间技能大赛。原生
态的米斗、充满创意的鸟笼、精美别致的小花篮、
民族风味十足的风铃、款式新颖的小花帽……当
地民间艺人到场大显身手。

地处五指山北麓，南渡江南岸的屯昌，拥有得
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是寻幽探险、山地健身、休闲
度假的旅游胜地。近年来，随着乡村游、自驾游等
休闲旅游业态的兴起，屯昌极具风情的旅游资源
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

今年农博会期间，屯昌县旅游发展委员会结
合当地旅游资源设计了三条自驾游主题线路，分
别为“寻宝品香趣味闯关迷你马拉松之旅”、“竹
韵瑜伽竹筒美食之旅”以及“猪哈哈的农场一日
农场主体验之旅”。参与活动的游客们可在屯昌
县屯城镇加利坡村、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美鹤
园村竹林、猪哈哈的农场现场参与相关趣味有奖
活动。

“既能观赏美丽的景色，又可以在活动中锻炼
孩子的实践能力，开阔了眼界。”来自海口的邢福
珺女士表示，这次参与美丽乡村自驾游活动，让孩
子接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学习效果
更好，孩子也很开心。

“借助本届农博会举办的契机，通过精心设计
的自驾深度游结合趣味互动活动，不仅能向广大
游客展示屯昌的美景、美食和美丽乡村，还能让游
客和参与者体验原生态、感受自驾游的乐趣，从而
有效地刺激当地旅游消费。”屯昌县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2010年 第一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博会，聚集上百名民间技能高手参
加了小黑猪赛跑、割胶、编织簸箕等
11个项目的比赛，充分展现了屯昌县
民间技能的水平。

2011年 第二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博会，布展面积达上万平方米，3天
签约订单5000万元。

2012年 第三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博会，引来了 10 万农民赶大集，30
多位琼台民间文化艺术人士参加专
题展演。

2013年 第四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博会，汇聚了18个市县上千种的特
色产品，参展单位 72 家，参展企业
1000 多家。首次邀请外国考察交流
团，有8个东南亚国家地区的客商及
友人参与会展交流；第一次进行海南
特色水果鉴赏及拍卖会，共计 130 名
省内外水果经销商参加。

2014年 第五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博会，为期三天的农博会人流量共
达 22.2 万人次，实现销售额 7742.94
万元，签订订单120宗，实现订单金额
4.47亿元。

2015 年 第 六 届 中 国 海 南（屯
昌）农博会，吸引了来自全国 17 个
省、区、市（包括台湾地区）以及泰
国、巴基斯坦等11个国家和地区635
家国内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企
业、1700 多位客商参加。吸引 19.3
万人次参加活动。

2016年 第七届中国海南（屯昌）
农民博览会，3 天人流量达 22.7 万
人 次 ，现 场 销 售 额 1765.32 万 元 ，
签 订 订 单 128 宗 ，涉 及 金 额 1.95
亿元。

不断提升展会品牌影响力，将电商作为农业发展新引擎，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农博会：探索“农业＋”新路径

23.4 万人次、1803万元现
场销售额、13.8亿元订单……5
月21日，为期3天的2017年第
八届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带着
丰硕的成果，落下帷幕。

8年前，我省中部农产品生
产规模不断扩大，搭建一条连接
海南中部农产品与全国乃至全
世界市场的纽带已经迫在眉
睫。在“冬有冬交，夏有农博”的
理念下，首届“农博会”应运而
生。8年来，“农博会”已从一个
区域性的农产品交易会，成长为
富有鲜明特色，具有强大影响力
和对接国内外客商的大规模的
国际性展会。

本届农博会更是打出“循环、
标准、农业+”主题，以“生态循环
农业”为主线，通过“农业+”的方
式深挖热带特色现代农业的新内
容、新产品，打造全新农博品牌。

国内 16 个省、区、市以及越
南、泰国、肯尼亚、法国等12个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企 业 共 800 多 家、
2000位客商及500名嘉宾……数
据展现了今年农博会国际化程度
创新高，也表明了农博会已经成
为内外合作与交流的综合性农业
展销平台。

农业展销平台的不断升级，体
现在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农博会的
场馆不断扩大，参会人数从过去的
一万多人到2017年的23.4万人次，
成交量也从首届的不足几百万元，
发展到近14亿元。

农业展销平台的不断升级，更
在于品牌的打造中。多年来，屯昌

不断创新办会方式，农博会越办规
模越大，越有特色，越有亮点，已逐
步成为全省农业重点品牌展会，成
为海南农产品展销订货、出岛出口
的重要交易平台，成为海南农业对
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今年参展的国外客商无论从
地区到企业的数量较去年都有大幅

增长，农博会向国内外市场亮出海
南品牌。”海南省贸促会副会长陈鸿
亮表示，连续数年参会，他发现农博
会的品牌越做越大，对于客商而言，
这是不可错过的机遇。未来，会有
更多客商也看中农博会的影响力，
力求借助其广阔的渠道、市场，拓展
自己的农产品。

在农博会现场的“电子商务
O2O体验区”每天人来人往，络绎
不绝，这成了消费者感受农业入网
的体验平台，更成为商家争相竞技
的红海。

据介绍，今年农博会期间，省
商务厅特邀请了京东商城、阿里
巴巴等国内知名的电商平台及企
业汇聚屯昌，进行海南农产品上
行电子商务优质资源推介会等相
关电商活动，进一步带动更多农

产品销售。
“这两年通过电商销售平台，我

们的品牌闻名岛外，经常有客人打
电话来还订不到货。”在屯昌农博会
电子商务O2O体验区，蜂农廖忠诚
带着自家的特色品牌“廖老三蜂蜜”
前来展销。

此次农博会期间，不论是消
费者还是商家，都强烈地感觉到
一个信号——电商越发凸显引擎
效益，成为拉动县域经济的一大

助力。
随着我省多个市县县域电商服

务体系、农村电商服务站点体系逐
步建立并完善，农民触“网”频繁，农
产品入网，扩展了传统农业的产销
模式。据统计，2014年至2016年，
我省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额年均增
速达40%。

“农业＋互联网，大量的电商元
素是此次农博会的一大特色，也是
农博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省商务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将结
合全域旅游、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
建设，深入挖掘本地区农副产品及
乡村旅游等资源，为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提供稳定的产业支撑。并推动
院企合作，联合海南省电子商务产
学联盟，通过县域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培训及
创业辅导，培育返乡创业青年、大学
生村官、农村青年等农村电子商务
创业带头人。

什么是生态循环农业？它又有
怎样的发展路径？这样的思索贯穿
了本届农博会的整个过程。搭建平
台，问路发展。本届农博会也成为
政府、企业和学者，探寻生态循环农
业发展道路的绝佳平台。

5月19日，以“生态循环 绿色
革命”为主题的2017年海南省生态
循环农业绿色建设论坛在农博会分
会场屯昌猪哈哈的农场举行，来自
省内外农业学者、专家和从业者围
绕“创建海南生态循环农业示范省”

和“建设美好新海南”等议题进行热
烈讨论，为我省生态循环农业发展
献智献策。

“循环农业是一种将种养结
合，资源重复利用，污染内部消化
的农业发展方式，而生态是海南省
情下，农业发展的必须路径。”论坛
上，发言嘉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资环所研究员程会强博士表示，
生态循环农业将成为海南未来的
发展方向。

究竟农业+生态循环能催生什

么样的发展道路？本届农博会中，
屯昌的生态循环模式引起了广泛的
关注和讨论。

“屯昌通过建设种养结合生态
循环示范基地和农村生态养殖小区
的模式，推广生态循环农业，并引入
企业，让生态循环农业变成了时尚
产业。”程会强博士表示，屯昌在推
进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中，通过引入
猪哈哈的农场和梦幻香山等企业，
将生态循环农业建设与亲子旅游、
芳香经济等热点产业相结合，促进

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拓展
了产业空间，助推了产业升级建设。

“生态循环农业是现代农业的
发展方式，不仅可以推进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同时也是解决农村生态
环境，建设美丽新农村的具体要
求。未来屯昌，将进一步探索其发
展路径，包括首次亮相农博会的共
享农庄模式，也是屯昌进一步推进
全县域循环农业、建立美丽乡村的
重要手段。”屯昌县委常委、副县长
潘乙宁说。

农业+平台
向国内外市场亮出海南品牌

农业+互联网
电商凸显县域经济引擎效应

农业+生态循环
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历届农博会
回顾：

A

B

C

农博会小猪赛跑比赛现场。

农博会展馆外。

客商和游客在逛农博会。

农博会十品百菜精美小吃之雪人包。

（本版策划/洪宝光 撰文/段誉 容朝虹
洪宝光 邓积钊 摄影/袁才）

一名游客拿着农博会现场创意编织比赛的作品爱不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