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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林美余

“咖啡很浓，很香，就是这个味
啊！”12月13日，来自琼海市博鳌镇
的李茂才在2018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
交会）“一带一路”国际馆马来西亚
BEE咖啡展区品尝咖啡。喝完咖啡，
他走上前一把抓住展区负责人郭铧湛
的手说：“你知道吗？我有个亲戚就在
马六甲！”

李茂才今年 63 岁，已经连续 5
年和家人一起从琼海到海口参加冬
交会。郭铧湛也是“老冬交会”了，

今年是第4次带着马来西亚咖啡品
牌参展。

“我住在马来西亚槟城！有空去探
望亲戚的时候来找我喝咖啡哦！”郭铧
湛边倒咖啡招呼其他客人边笑着说。

“槟城很漂亮，我去过！我们亲
戚早些年移民去了马六甲，一去几十
年了。逢年过节他从马来西亚寄些
咖啡回来，味道真是香啊！”李茂才
说，现在博鳌镇上开了好多家咖啡
馆，来自马来西亚的咖啡不出岛就能
买到，真方便！

尽管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交谈的
时间也不过短短十几分钟，但一杯冬

交会“一带一路”国际馆里的咖啡，却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同样，在“一带一路”国际馆的越
南“能量咖啡”展区，浓浓的咖啡香吸
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品尝。

“鸡蛋咖啡你们听过吗？就是把
鸡蛋打散做成鸡蛋花，再倒进咖啡里，
很好喝！滴漏咖啡的冲法和海南的

‘歌碧欧’（咖啡奶）有点像，但是越南
人是拿这样的漏斗来冲咖啡。”在展台
面前给市民游客展示越南漏斗咖啡喝
法的是琼海市中原镇的祝毓志，他对
越南咖啡文化了如指掌。

一旁的越南中原集团咖啡品牌

中国区销售经理郑青安边听边点头
补充道：“海南的琼海市、文昌市、万
宁市都是著名的侨乡，当地人都比
较喜欢喝咖啡。我们越南的咖啡馆
如今遍地都是，和你们的老爸茶店
很像！”

祝毓志和郑青安在去年的冬交会
开展前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因冬
交会上喝了一杯郑青安冲泡的越南热
咖啡，后来竟成为中原集团咖啡品牌
海南经销商。

郑青安介绍，越南是世界上闻名
的咖啡生产地，在中国每年有近20亿
元的出口额。越南与海南两地毗邻，

咖啡文化相似，在“一带一路”建设的
大背景下，中越贸易发展迅猛，他十分
看好海南市场，希望把越南咖啡文化
传播到海南。

19世纪中叶后，海南不少居民到
东南亚国家讨生活谋生计。“我们中
原镇本地人口才2万多人，但遍布在
全世界的中原人就有5万多人！”祝
毓志自豪地说，东南亚一带的咖啡很
容易被海南人接受，因为口感相似、
口味相近。

一杯咖啡，两国情谊。咖啡香浓，
情谊更浓。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梁振君

12月13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正在这里举行的2018年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
称冬交会），现场人气火爆。在“一带
一路”国际馆，来自巴基斯坦的阿卜杜
勒·巴斯特·汗（音译）像个钟摆一样，
几乎不停地在展位前来回走动，记者
采访他时也只能见缝插针。

“生意太好了，真顾不过来，咱们加
微信聊吧。”普通话说得还不够顺溜的
他略显歉意。在他身旁，制作精美的玉
器规整地摆放在展位上，因价廉物美，
前来咨询和购买的观众络绎不绝。

阿卜杜勒·巴斯特·汗来自巴基斯
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今年已是第5
次参加冬交会，“这些年，冬交会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人气也越来越旺，我很
喜欢与中国人做生意。”

安尼斯是阿卜杜勒·巴斯特·汗
的搭档，身材偏瘦的他，待人很友
善。“这是我第3次参加冬交会，每一
次参会都有新的收获。”他说，“尽管
我对‘一带一路’倡议了解还不够深，
但在巴基斯坦人心中，中巴友谊高于
一切，绝不会做伤害好兄弟的事情，
我坚信，‘一带一路’让我们与中国兄
弟共赢。”

当天上午9时半至中午12时半，
海南日报记者在人头攒动的“一带一
路”国际馆来回穿梭3个小时，只见馆
内熙熙攘攘，交易旺盛。从巴西的牛
排到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和燕窝，
从越南的咖啡到法国的红酒，从泰国
的乳胶床垫到斯里兰卡的红茶，从保

加利亚的玫瑰油到尼泊尔的精美工艺
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34个国
家的客商代表万里迢迢，越过高山和
大海，汇聚椰城参展参会。冬交会已
然成为海南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的重要窗口。而海南推进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也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商
参会。肩负着新时代使命和重任的海
南，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这也给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无
限商机。

市民何远东是冬交会的“铁杆粉
丝”，每一届冬交会他都来参加，每次
来都会买点东西。当天上午10时许，
他花了140元从乌克兰展位客商处买
了6盒肉松。“价廉物美，值得拥有。”
他笑道，“海南是我们的家乡，我们海

南人要以行动支持冬交会。”来自内蒙
古自治区凉城县的游客于海娥在泰自
然橡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展位处买了
两对乳胶枕头。“1个乳胶枕头卖200
元，实惠又健康。”她说。

当天中午12时许，在法国西岱
岛酒庄展位前，一脸帅气、中文说得
很“溜”的俄罗斯小伙子丹尼尔俨然
成为酒庄的形象代言人，吸引不少参
展观众竞相和他留影，一位市民对他
翘起大拇指，夸他“长得真帅气”。丹
尼尔现在大连外国语大学读大四，专
业为国际贸易。明年毕业后，他计划
继续在中国或者前往欧洲读研究
生。“研究生毕业后，我要返回中国工
作生活，因为这里充满了机遇。”他语
气坚定地说。

利用闲暇时间，丹尼尔曾在昆明、

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地参展参会，对于
海南和今年冬交会，他直言“感觉很
棒，因为会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也很到
位，人气很旺，酒店住宿和交通等会展
配套设施也很好。”

在“一带一路”国际馆，马来西亚
国际商务促进协会、泰国中小企业商
会、亚欧贸易发展协会、丝路亚太贸易
发展协会、东盟10+1会展联盟协会
等政府机构和商业协会也纷纷设点洽
谈、采购，冬交会已然成为展示海南

“三农”的重要窗口和加强国际合作的
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随
着“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海南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全世
界投资者来海南投资兴业，共同开启
合作共赢新时代。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34个国家的客商代表在海南冬交会寻商机

“‘一带一路’让我们与中国兄弟共赢”

“一带一路”国际馆成为海南与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

一杯咖啡 两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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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鲜美公司：

合力将海南农产品
打造成精品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林美余

海南澄迈无核荔枝和澳大利亚的Calypso
芒果，开启了纯鲜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海南
农业合作交流的大门。

纯鲜美农业公司是澳大利亚璞乐农业投
资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今年9月落户海口。“去
年，我们纯鲜美从海南运出3000斤澄迈陆侨无
核荔枝到澳大利亚，3天就卖光了。”12月13
日，澳大利亚璞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郭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南农产品优质，随
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中澳农业合作
交流越来越频繁，公司与海南的农业合作空间
广阔。

“一带一路”建设正促进双方农产品引种
交流。今年5月19日，纯鲜美和海南陆侨农牧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海南无核
荔枝引种到澳大利亚以及将澳大利亚专利品
种Calypso芒果引种到海南。

在2018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一带一路”国际
馆内，纯鲜美展出小西兰花、Calypso芒果、蓝
莓、水培西红柿、水果小甜椒等公司专利品种
以及一些澳大利亚红酒、保健品等，吸引众多
市民前来参展。

“这些都是即将在海南种植的优质专利品
种，之所以在冬交会展出，目的是提高产品认
知度。”郭威说，希望借助冬交会平台找到种植
户，将澳大利亚整套种植标准、农产品安全标
准移植到海南。

深加工一直是海南农业发展的一个短
板。冬交会前，我省部分龙头企业代表到澳大
利亚璞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考察，对当地企业
农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有了新的认识——
该公司将水果进行一二三级分级，三级水果次
品将进行粗加工和深加工，比如做成鲜切的便
携式水果盒、披萨饼上层的水果酱料或制作成
果酱等。

当了解到海南农产品有时会出现滞销的
消息时，郭威建议：“如果能把公司的冷链和
深加工机器、技术引进海南，或将能改变这
种现状。”接下来，纯美鲜还将与海南中部
（琼中）绿色产业园区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
同开发热带水果科研基地，建立长期的生产
链条。在设施农业建设、技术研发和规模化
推广等方面相互提供指导、支持，共同建设高
标准的热带水果示范种植基地，进一步推动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热带水果产业化规模化
发展。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我们希望中澳
双方的农业合作交流释放出更多的政策红
利。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助推下，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政策帮助
外商投资落户，期待双方合力把海南农产品打
造成精品，让海南农产品成为一种走出国门的
知名品牌！”郭威说。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接A01版
他们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
的分析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合
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技
术发展方式转型、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
投融资体制、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全面推进人才战略、继续优化营商环
境、发挥民营经济重要作用、强化民营经
济发展法治保障、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
度、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等提出
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总书
记作了重要讲话。他表示，大家在发言中
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经济工作取得的成
绩，就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和建设性
的意见，我们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

习近平指出，40年来，改革开放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些成绩
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也离不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积极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
积极投身改革的实际行动。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全面贯彻中
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
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错
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共中央按照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
变化，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迎难而上、
扎实工作，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
社会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一年来，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自觉把履
职思路和工作重点聚焦到中共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推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等
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
议91件，为中共中央决策和施策提供了
重要参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
极推动对口贫困地区产业扶贫、教育扶

贫、科技扶贫等工作，认真开展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工商联深入开展“万企帮万
村”等品牌活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了积极贡献。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
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工作，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强化社会政
策兜底保障功能。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更多采取改革开放的办
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不断
取得更扎实的成果。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无党派人士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献计出力，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明年
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围绕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赢三大攻坚战等重大问题，查实情、
建诤言、献良策。大家要履行好民主

监督职能，积极建言献策。要做好思
想引导工作，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
群众充分认识改革开放 40 年来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客观看待
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困难，坚定
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要协助党和政
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的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丁薛祥、刘鹤、胡春华、王勇、肖捷、
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
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
光、郑建邦、刘新成、何维、邵鸿和蒋作
君、李钺锋、张伯军、张道宏、李世杰、朱
永新、赖明、黄荣、施一公等。

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接A01版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重大成果。中央纪委始终自觉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深化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构建党统一指挥、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坚持发
现问题和整改落实并重，巩固深化巡视巡

察工作。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果，坚定不
移纠“四风”、树新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
建设，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责。深化标本
兼治，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震慑。坚决整
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加强纪检监
察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会议强调，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将

“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之
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不敬畏、
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坚决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要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
制，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巡视，完

善巡视巡察战略格局，着力在日常监督、长
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要有力削
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胜利，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要时刻铭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
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努力

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打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2018
年工作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11日至13日召
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

充分发挥海南政策优势和资源优势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交流合作◀上接A01版
刘赐贵指出，海南的优势在于热带

资源，最有条件在热带特色农业方面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深化交流合
作。农业不仅仅是种植业，还有育制种、
加工、销售等多种业态，要加快国家热带
农业科学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
转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农业交流

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平台优势，选育符合
海南实际的优质品种，通过农业结构优
化调整，进一步打开农产品市场，造福

“一带一路”沿线群众，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

今年冬交会，境内外客商由去年的
5300多名增至6000多名。除了34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外，还有
全国28个省区市在此参展，冬交会已
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农产品交易和国

际交往的重要平台。刘赐贵说，冬交会
每年都有新变化，今年比去年更加热
闹。从参展规模上看出，我们与“一带
一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前景十分
广阔，各国踊跃参展带来了很多先进品

种和技术，促进了双方交流，拓宽了合
作领域。

“今天看到参展商品卖得很火，我
们也感到很高兴。一个个参展商都说
卖得好，这个展会就办得成功了。”刘

赐贵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在对外交
流中的作用，突出“一带一路”交流特
色，切实帮助企业和参展商解决遇到
的现实问题和困难，注重安全防疫，
不断总结经验，把冬交会办得越来越
好。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省
委常委、秘书长胡光辉参加活动。

外企
专访

➡12 月 13 日，在“一带一
路”国际馆，顾客向客商询问商
品价格后相互示意。

⬇外国客商和小朋友合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