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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落实订单383宗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今天

上午，在冬交会海口馆，该市十大农业品牌产品纷
纷亮相，富硒产品备受青睐。据统计，参加海口展
馆布展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共48家。今年以来，
海口已落实农产品合同订单383宗，订单总量
37.58万吨，金额25.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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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宗
兆宣）记者从2017年海南冬交会组委
会获悉，开幕第一天，本届冬交会各项
指标全部打破去年同期纪录，取得了
首日“开门红”。

本届冬交会首日销售总额达
2.368 亿 元 ，其 中 线 上 交 易 总 额
1.488亿元，包括澄迈1.2亿元，保亭
0.25 亿元，省农业品牌产品展区
0.03 亿元等；现场销售总额 0.88 亿
元，其中省共享农庄体验区 0.7 亿
元，澄迈0.056亿元等。首日人流量
达 6.83 万人次，比去年增加 0.53 万
人次。

据统计，今年冬交会参展企业达
2700多家，比去年增加1000家；参展
客商5300多人，比去年增加1600多
人。

截至目前，我省今年已落实各种
农产品合同订单金额631.81亿元，比
去年增加131.81亿元。今年农业投
资项目招商签约40宗，金额451.52
亿元，比去年增加11.2亿元。

据介绍，今年的冬交会有六大亮
点：主题更加突出,国际化更加突出,
品牌打造更加突出,宣传力度更加突
出,创新办会更加突出,招商招展更加
突出。

冬交会首日取得“开门红”
销售总额达2.368亿元，呈现六大亮点

今年农业投资项目招商签约40宗，金额451.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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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宗
兆宣）海南农业投资项目招商暨金融
推介会今天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吸引了近260名客商及嘉宾参
加。现场签署农业合作协议27个，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13个，涉及种植、
畜牧、加工、休闲农业、智慧农业等领
域，总协议投资金额346.52亿元，意
向投资额105亿元，上亿元的签约合

作项目达17个。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林北川出席并致辞。

在推介会现场，海南共享农庄项
目受到投资商格外青睐，61个海南共
享农庄项目招商引资总签约金额突破
127亿元。项目签约方有来自泰国、马
来西亚、新加坡、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以
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商，
充分体现了今年冬交会国际化特色，也

成为冬交会系列活动的重要亮点。
林北川指出，海南将充分发挥生

态环境、经济特区和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三大优势”，实现全省人民的幸福
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
客的度假天堂的“三大愿景”。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海南将
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进一步优化营商条件，
着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切实
服务好各方投资者。

省海洋与渔业厅、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等单位分别在会上作了
专项推介。全省各市县分管领导，农
业、招商、林业、渔业及畜牧业部门负
责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负责人
等参加了推介会。

本报金江12月 12日电 （记者
陈卓斌 通讯员宋祥达）今天下午，
由省农业厅、澄迈县人民政府主办
的首届中非咖啡产业合作高端论坛
在澄迈举行。来自我国以及非洲多
国的农业官员、科研机构、高校、企
业代表等百余名中外嘉宾参加了此
次论坛。

记者从论坛上了解到，咖啡每年

销量位居世界三大饮料之首，而在非
洲，咖啡是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中
国拥有先进的咖啡种植和加工技术，
而乌干达共和国拥有优质的咖啡豆
和良好的种植条件。”乌干达共和国
驻华大使馆大使Chrispus W.C.B.
Kiyonga表示，希望二者能够有机结
合，共促中非咖啡事业进一步发展。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万

宁兴隆咖啡研究院院长龙宇宙介绍，
中国咖啡种植面积已由 1988 年的
1.6万公顷增加至2016年的11.88万
公顷，正逐步成长为全球主要咖啡生
产大国之一，“去年中国咖啡总产量
达16.03万吨，在19个亚洲国家和地
区中排名第四。但目前中国的土地
资源有限、劳动力成本逐年增加，所
以需要与非洲国家加强咖啡的产前

选种、产中管理等合作。”
据介绍，截至2016年，海南咖啡

种植面积为753.33公顷，其中澄迈福
山咖啡历史悠久，口感香浓绵柔，早
在2010年就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目前，澄迈已形成了种植、
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经营
模式，咖啡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水
平不断提升。

海南联通与罗牛山公司
将共建热带农业大数据中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杨艺华 计思
佳 通讯员戴瑞）今天下午，海南联通与罗牛山股
份有限公司在海口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
同建设热带农业大数据创新服务中心。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热带农业大数据创
新服务中心，用大数据推动智慧农业、指导农业生产
发展，并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
业务合作，实现双方跨越式发展。

冬交会现场

“共享农庄”受青睐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

奕霖）首次出现的主题展区，田园风
格的别致展位，新颖的展销内容
……12月12日上午，2017年海南冬
交会共享农庄展区吸引了不少客商
驻足。

走进海南共享农庄展区，敞开的竹
制小门，竹篱围绕成的小院首先映入眼
帘。“这就像是在乡村的农家小院。”“候
鸟”老人赵振说。

“现在很多人还不了解共享农庄，
用产品吸引客人，再把共享农庄推介出
去，已经引起了不少客商和‘候鸟’老人
的兴趣。”华雨共享农庄工作人员林凌
峰说。

据了解，共享农庄是集循环农业、
创意农业、农事体验、服务功能于一体
的农业综合经营新业态，省农业厅已
于日前公布了61家2017年海南共享
农庄创建试点名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宗
兆宣 杨艺华）12日下午，全国供销合
作社系统合作发展论坛在海口市举
行。此次论坛由中华合作时报社携
手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首次举办。

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供销
社负责人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社
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供销社系

统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海
南省政协副主席丁尚清，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党组成员、监事会主任宋璇涛
出席论坛并致辞。

论坛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为主题，通
过加强中央和地方以及省际间的横
向联合合作，共谋供销合作社改革发

展良策，凝聚供销社系统合作发展力
量，推动供销社系统在乡村振兴大蓝
图中发挥应有作用。

丁尚清指出，供销社作为党委
政府以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做好“三
农”工作的重要载体，要汇集发展现
代农业，促进产业融合，聚集为农服
务的各种力量，瞄准为农服务的主

责主业发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宋璇涛指出，各级供销合作社要
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把综合改革
进一步引向深入。要满足现代农业
发展的更高要求，拓展服务功能，开
展生产生活垃圾回收利用，以实实在
在的改革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海南农业投资项目招商暨金融推介会签约金额346.52亿元

61个共享农庄项目签约127亿元

首届中非咖啡产业合作高端论坛举行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合作发展论坛在海口举行

供销社系统要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作用

借助海南冬交会金字招牌

陕西供销社组团
来琼推介农产品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宗
兆宣 杨艺华）为借助冬交会助推农产
品进入海南市场，陕西省供销合作总
社专门组织15家龙头企业组团参加本
届冬交会，并带来了300余种各类农
产品。

今天上午，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
陕西省会展中心、陕西省财政厅、陕西
省贸促会等单位联合海南省供销合作
联社，专门开展陕西农产品经贸洽谈
推介活动。陕西省多家农产品公司和
海南企业现场签署了合作协议。据
悉，陕西省多部门还将到三亚开展农
产品推介活动。

扫码看2017年海南
冬交会盛况

码上读

陵水

邀宾客采摘圣女果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奕霖 赵优

通讯员陈思国）今天上午，2018陵水（光坡）第四
届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新闻发布会在冬交
会现场举行，邀请国内外游客2018年1月18日
相约光坡镇，畅游万亩“圣女果田海”体验果园采
摘之乐。据了解，陵水圣女果连续在两届冬交会
上荣获“十大最受欢迎农产品”第一名的好成绩。

海垦

茶叶签约8000万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李关平）今天

上午，海南农垦品牌农产品宣传发布暨2018海垦
早春茶上市活动举行，海垦茶叶备受热捧，现场签
约200余订单，包括早春茶、白马骏红、白马君红、
白沙绿茶、金鼎红茶、南海红茶等10多个知名茶
产品，签约金额8000万元。此外，海垦推出9个
重点招商项目，总投资额为18.54亿元，已签约5
个项目，签约额为32.48亿元。

五指山

高山蔬菜1小时售罄
本报五指山12月12日电（记者贾磊）今天，

五指山市20家企业携带81件农产品参展2017
年海南冬交会，3000斤高山蔬菜在1个小时内被
抢购一空。五指山市农业局负责人表示，高山蔬
菜主要种植在五指山市畅好乡，土壤肥沃且不添
加化肥、农药，目前该市种植高山蔬菜近500亩，
今后将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和种类。

定安

绿色产品销售38万余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陈雪娇）今天，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心冬交会现场，定安展馆展出富硒大米、山柚油、
定安粽子和椰冻奶酪等百余种绿色、有机农副产
品，受到市民的欢迎。据统计，定安今天达成线上
交易额3万元，现场销售额35万元，现场订单额
3500万元。

临高

“长寿五粮”远销印度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罗安明 特约

记者吴孝俊）“我订购淮山、地瓜、大薯、毛薯、芋头
（‘长寿五粮’）每种400箱共2000箱，明天帮我发
到印度新德里。”今天上午，在印度经销农产品的
海南籍客商王传讯专程到冬交会临高展馆与临高
县东英镇工作人员商洽并高兴地签下了订单。

“东英‘长寿五粮’不仅粉性足、口感好，而且
物美价廉，在印度非常畅销。”王传讯说。

截至下午6时，临高展馆共签订协议10个，
协议金额1.61亿元，现场销售农产品65万元。

琼中

启动畜牧产业链平台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郭畅 通讯员

陈泽汝）今天上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携手23
家企业亮相2017年海南冬交会，展销农副产品
50余种。琼中还借此盛会启动了琼中畜牧产业
链共享云平台和畜牧品牌云商城。

据介绍，琼中将从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畜
牧产业信息化建设、规范养殖流程及产品溯源、搭
建品牌电商平台、带动农民自主创业五个方面打
造畜牧产业链共享云平台。

⬆“一带一路”国际展
馆让冬交会充满“国际范”。

➡ 特色农产品吸引市
民驻足拍照。

⬅ 琳琅满目的农副产
品迎来八方宾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暨专业采购团洽谈对接活动举行

18个市县“拍”出农产品561万吨
本报海口12月 12日讯 （记者

陈 奕 霖）1 个小时内，竞拍售出
561.23万吨农产品，意向成交额达
319.01 亿元人民币。今天上午，
2017年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暨专业
采购团洽谈对接活动成功举行，在大
宗采购环节，来自我省18个市县的
优质农产品受到热捧，竞拍量、意向
成交额较去年均有大幅提升。

活动现场，三亚市优质农产品竞
拍成交98.23万吨，在各市县中排在首
位。在单品竞购环节，澄迈凤梨部落
凤梨、三亚南鹿牛奶莲雾等6种产品采
取降价竞拍的方式进行销售，商家纷
纷拿出手机扫码“秒杀”，在1分钟的竞
购时间内，各个产品基本被抢购一空。

作为冬交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是海南农产品

产销对接的风向标，通过全国重点
批发市场和连锁超市的采购商、国
内外电子商务企业的网上竞购，能
够真实了解海南农产品在国内大宗
市场的需求。

省农业厅厅长许云表示，“互联
网+”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引擎，智慧农业将是未来
农业竞争的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