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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刘
梦晓）在冬交会上，临高展馆优质的农
产品吸引了不少客商和消费者前来洽
谈购买。

海南日报记者在临高展馆看
到，开馆两天来，馆内消费者络绎不
绝，古榔香烤乳猪、“龙洲一号”莲

雾、皇橙等美食和水果十分受欢迎，
众多消费者和嘉宾争相品尝，赞不
绝口。

据悉，临高的农产品在开馆以来
就持续受到广大消费者的热捧，开馆
两天，临高收获农产品订单5100万
元，现场销售65万元。

本报海口 12 日 13 日讯 （记
者 易 宗 平 通 讯 员 洪 少 婷）12 月
12 日至 13 日，三亚农产品在冬交
会上获得多份订单，总金额达29.9
亿余元。

今年的冬交会上，三亚市40个

涉农企业，涵盖种植、养殖、电商等类
型，体现了三亚“旅游+农业”“互联
网+农业”等多产业互联互通的特
点。该市展示了芒果、火龙果、哈密
瓜、蜂蜜、各类农产品初级加工品等
近300个展品。

三亚市农产品吸引了客商、嘉
宾150多人，他们来自北京新发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上海西郊国际
农产品贸易中心、广州江南果菜
批发市场等全国13个主要大中城
市市场。

“明星”农产品助阵

2天签下1.8亿元
本报海口 12月 13 日讯 （记者刘笑非 通

讯员李德乾）冬交会第二日人气依旧高涨，来
自昌江黎族自治县的农产品也受到了诸多客
商和消费者的青睐。开幕两日来，昌江农产品
现场销售 15.5 万元、线上销售 125 万元，共签
下 1.8 亿元的农产品订单，其中现场订单达
6500万元。

今年，昌江旨在借助冬交会这个大平台、大
展台开展多种形式的推介、洽谈和产销对接等活
动，除了带来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还将着重
宣传推广毛豆、圣女果、霸王岭山鸡这三个“明
星”农产品。

为此昌江特别组织了72名县内外的客商，
以及19家种养殖、加工企业、合作社，共带上40
余种参展农产品来到冬交会现场。其中还特别
优选了海南福瑞喜牧业科技公司、昌江和丰世纪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昌江红丰霸王岭山鸡公司等
16家发展前景足、带动作用强、质量效益好的扶
贫企业前来，借助冬交会充分展示扶贫企业的优
质农产品，既提升知名度，同时也助力昌江脱贫
攻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昌江馆内，已名声在外的昌
江玉也首次亮相冬交会展台，配合同期举行的昌
江玉精品巡展，共同提升昌江玉知名度。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王丽云）“快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扫码摇一摇，参与互动小游戏，定安粽子免费送
您品尝。”12月13日，在冬交会定安馆，工作人
员热情地招呼着来往的参展客商和消费者，邀请
他们参与馆内特别设计的“摇一摇送定安粽子”
微信小游戏。

游戏一经亮相，就吸引了不少人参加。“玩游
戏还能赢粽子，这个方式新奇有趣。”来自河北的
游客刘华第一时间参与了游戏，赢了3个定安
粽子。

定安县粽子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微信
小游戏是该协会专门为参加本次冬交会而设计
的，希望能够通过手机游戏这样活泼有趣的互动
形式，进一步达到宣传定安粽子的效果。

据了解，近年来，定安不断创新农产品营销
模式和手段，通过短动画、微视频和微信小游戏等
多种方式，销售定安特色农副产品。

创新营销手段

扫码摇一摇 粽子赢回家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计
思佳 实习生刘禹彤 通讯员陈创淼
王巨昌）在冬交会海口馆内，首次参展
的火山荔枝干受到客商的好评和青
睐，除了引发众多消费者购买外，还在
冬交会首日接下山西客商500吨约
3000万元订购大单。

据了解，海南金农实业有限公司从
4年前就开始尝试加工荔枝干。公司总
经理黄时京介绍，2014年，公司首次通
过电商向岛外销售荔枝。“中间因为天
气原因，荔枝没法运出岛，压了几万

斤。”不忍心眼睁睁看着荔枝放烂，黄时
京决定把积压的荔枝加工成荔枝干。

“当时没有机器，只能用最传统的
火烤方式。”黄时京说，因为工艺落
后，几万斤荔枝只能烤出来几千斤。
2015年，黄时京开始启用机器烤荔枝
干，2000斤鲜果能烤出400斤干果，
产量大大提升。

黄时京说，荔枝因为皮厚不易烘
烤，所以过去市场上更常见的是龙眼
干。随着烘烤技术的成熟，荔枝干也将
被更多人接受。经过两年的考察、推

广，黄时京已经把荔枝干卖到国外。近
两年，黄时京跟随省贸促会出国考察，
发现北非不少国家有吃果干的习惯，带
去的荔枝干在当地很受欢迎。

为延伸荔枝产业链，今年5月下
旬，海口成立荔枝（农产品）加工企业
联盟。该企业联盟负责从源头对荔枝
收购质量的分级把控，确保荔枝加工
品的质量和品牌经得起市场检验。

“荔枝鲜果烤成荔枝干，水分要从
80%减到20%，烘烤机能最大程度保
留动植物的原有成分，让营养不流

失。”黄时京说，为了提升加工质量，该
企业联盟专门从广东购买了8台烘烤
机，并从当地请了技术人员来海口进
行指导。

加工的荔枝干30元/斤，利润达
10元/斤，价格更优，效益更高。因为
味道好，冬交会现场不少消费者排队
试吃、购买荔枝干。一盒220克的礼
盒装荔枝干售价58元，很多消费者都
是购买2盒以上。

“12日下午我们与山西一家贸易
公司签订了500吨的荔枝干订单，这

两天的现场销售额也已经超过万元。”
黄时京高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当
天，还有广东、江苏等地的客商也来到
现场订购海口火山荔枝干。

“进行荔枝深加工，不仅能延伸荔
枝产业链，也能进一步打响海口火山
荔枝品牌。”在黄时京看来，加工荔枝
干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该企业联盟
还将依托海口特色农产品、海产品，根
据季节推出黄皮干、淮山干、地瓜干、
萝卜干、海鲜干等，推动海口农业深加
工产业发展。

海口火山荔枝干首次亮相冬交会
揽下约3000万元订购大单

本报海口12月 13日讯（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刘禹彤）12月 13日
上午，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冬交会海
口馆，除了往年常见的骑楼咖啡、火
山石斛、三江莲雾、牛大力等传统海
口特产，还有火山荔枝干、手撕凤
梨、牧榕文昌鸡等新潮农产品非常
走俏，受到参展客商、消费者的青
睐，销售火爆。

在海口万众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的展位前，凤梨的香味吸引了不少
消费者驻足。“大家看，我们的凤梨

不用刀切，可以直接手撕果肉，而且
味道甘甜爽口，比普通菠萝口感好
很多。”展位负责人谢惠超现场撕开
了一个凤梨，给大家免费品尝。不
少消费者试吃后，对凤梨的味道连
连称赞。

“合作社种植的是凤梨中的佼佼
者——手撕凤梨，一种从台湾引进的
新品种。因为不用催熟剂，经历4个
月缓慢成熟，蜕掉了酸味，所以甜度
高、味道好。”谢惠超解释道。

一箱手撕凤梨售价高达 100

元，折算下来一斤高达10元，比普
通菠萝贵上许多，但还是有不少消
费者抢购。“这两天我们现场已经销
售了100多箱。”谢惠超说，基地今
年试种了20亩手撕凤梨，现场看来
市场反响良好，产品供不应求，“下
一步我们计划把种植面积扩大到
150亩。”

据统计，12月12日至13日，海口
市农产品订单以及项目招商签约额
超43亿元，馆内线上线下交易约
106万元。

多款新潮农产品热销

两天签约额超43亿元

近300个展品亮相

两天签下近30亿元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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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12月 13日讯 （记者
袁宇 通讯员吴小静）12 月 13 日，
在冬交会上，万宁馆举行万宁东山
羊地理标志品牌推介会。万宁市
东山羊协会多家成员单位与5家餐
饮渠道零售商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其中一家东山羊养殖基地与香
港一零售商签订了“活羊供港采购
协议”，万宁东山羊将向香港供应
活羊。

据介绍，万宁东山羊虽已进入
香港市场，但一直没有实现活羊供
应。今年11月，位于万宁的海南华

润五丰东山羊养殖基地经过近半年
的努力后，成功通过海口海关的资
质行政审批，获得供港澳活羊中转
场检验检疫注册证书，能够向香港、
澳门市场供应东山羊活羊。这也是
我省第一家通过此类注册的东山羊
养殖基地。

目前万宁东山羊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申请已获农业农村部通过，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2月12日至16日，万宁将在冬
交会万宁馆持续开展东山羊品牌营销
推介活动。

临
高

将为香港市场供应活羊

土货受青睐

两天揽金5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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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企联、海企协执行会长冷明权受邀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讲中华文明起源

传承尧舜禹美德精髓 经学致用办好海企联海企协
新闻事件

（本版策划 撰稿/荣荣 图片由海企联提供）

探究自上古时期以来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
的缘由，寻踪尧舜禹时代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揭
示中华民族个体与社会、家与国的普世价值观。
12月13日上午和下午，受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之邀，海南省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海企联）、海
南省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海企协）执行会长冷明
权，分别在两校作了题为《尧舜禹时代与中华民族
文明的起源》的演讲，受到了两校师生的欢迎。

四大文明古国缘何只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
未曾间断？冷明权寻踪至尧舜禹时期的文化之根，
他认为：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境界，
堪称中华文明和全球文明的“大轴心之轴心”，中华
文明的所有文明建树，几乎都在这天文、地文、人文
三大轴心所规范的文明传播秩序的宏伟框架内，斟
酌损益而成，这三大文明传播秩序的观念与制度框
架一脉相承、垂世建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兴盛
的精神秩序基础。

尧舜禹时代的秩序基础在于家庭的管理和良
好家风的树立，衍以仁孝治天下的德政。尧舜禹
时代总结出九种美德，并探索出辩证的施政方式：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
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德成为世人精神的
最高追求和人才的选拔标准，由家及国，从而促成
了当时社会的和谐。

2018 年 6 月，冷明权 70 万余字的长篇小说
《远古大帝》再版发行。这本书里冷明权在浩渺的
远古时代，挖掘出了民本思想的源头，找到了中华
民族爱国主义和良好家风的由头。

这场来自远古的启示的演讲，赢得了在场师
生的认同，演讲结束后，冷明权和师生们还就演讲
内容展开了问答。

道不虚谈，学贵实效。
“白天为企业奔波，晚上为创作挠

头。”《远古大帝》中的远古先贤是海南
省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海企联）、海
南省企业家协会（以下简称海企协）执
行会长冷明权心中道德的至高点。在
他看来，只有合规先贤之教导，经世致
用，做好力所能及之事——办好海企
协、海企联，服务好企业家，服务好企
业，才能实现社团和个人的存在价值。

冷明权说，过去的20多年里，别
人都说他“有事才找人”，而他找政府、
找领导，办的事其实大都不是自己的
事——有时候是为企业家奔走，有时
候是为企业奔波。

值吗？冷明权说，海企协、海企
联，包括他自己的价值，只有在帮助企
业、企业家时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惟
愿“神州尽舜尧，华夏风气蔚”。

心怀诗人、作家的情怀，冷明权与
海企协、海企联为海南的企业和企业
家们在28年里办了43件有影响、有
力度的大事。使海企协、海企联成长
为海南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桥梁、纽带，
成为了企业家的贴心人。

1989年草创至今，海企协会员单
位达5600多个，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
民间社团“自立、自养、自治”的新路
子，已成长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五
A级社团之一。

100多项献言
架起政企桥梁

“办负责任的企联，当负责任的
企联人”在海企联、海企协的简介上，
这15个字的办会理念，写在最显眼
的位置。

1990年，海南正站在改革开放
的前沿，但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输
出领域尚未开发，海企协随即向省
委、省政府提交了相关建议并提请
组建海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开拓海南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建议
很快被省政府采纳，海南省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公司成立，填补了我省
在该领域的空白。

28年来，海企协此类富有建设性
的建言献策从未中断。

冷明权作为企业界代表，先后向
省委、省政府提出了100多项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涵盖我省信用体系建
设、改善投资环境、民营经济发展、小
企业帮扶等。

商无信不立。海南信用体系建设
的道路上，海企协是“领路人”。

2000年开始，海企协先后向省
委、省政府递交了信用体系建设方案、
组建信用建设管理委员会、加快信用
立法进程等多项提案和建议。推动了
海南省政府信用管理办公室的成立，
也催生了我省唯一一家省级信用综合
征信评价机构——海南省企业信用评
价中心。

2017年，海企联、海企协作为企
业代表与政府沟通的各项重要事务累
计达到了27项，平均每月超过两项。
8月7日至18日19场由国家发改委、
省发改委、海企联、海企协共同举办的
海南省营商环境调研座谈会，有各行
各业近500家企业参与。

在冷明权看来，让受委托的企业
没有后顾之忧，协同企业规范、健康、
持续发展；同时，为政府分忧，为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尽心尽力，才能在企业

和政府之间架起一道畅通无阻的桥
梁纽带，这就是海企协、海企联的责
任所在。

5600多位企业家的贴心人
解燃眉之急

“漂流的路，不光是随波而逐。
事，需朝实力做。”冷明权在他的诗集
《行纪而已集》中如是写道。

1990年，海南省电子工业总公司
8万多台、总市价两亿元的各类电器
滞销，企业多方努力无果，几近瘫痪。
当时，公司负责人找到了海企协，请求
协助解决销售问题。

“了解基本情况后，海企协立即邀
请海关、商检、银行、财税等有关部门，
召开专题协调会，很快销售问题解决
了！”冷明权记得，当时，这件事情被业
界誉为“南宝事件”，这件事情是海企
协成立后为企业家办的第一件实事。

从此，为企业家办实事、办好事，
解企业家燃眉之急就成了海企协28
年以来的“日常事”。

“时刻替企业着想，维护企业和企
业家合法权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企业家们亲切地称呼我们为‘娘家
人’。”冷明权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指

标：每年走访80家以上的会员企业，
倾听、反映企业家的呼声，代表企业家
参与“三方机制”协调工作，维护企业
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海南对人才更为“饥渴”。为适应激烈
的市场竞争，满足社会对高、中级经营
管理人才日益增长的需要，海企联、海
企协多年来坚持举行职业经理人培训
班，组织海南省企业家走出省门国门，
参加国内外各种高峰会议和论坛。此
外，向省政府建议把企业领导纳入干
部培训计划，加快推进海南省职业经
理人资格认证工作等。

“百强企业是海南经济发展的主
要动力，优秀企业家是海南的宝贵财
富，应该作为正能量广泛宣传。”2018
年5月8日，第九届海南优秀企业、优
秀企业家评审结果公示在当日的《海
南日报》上。而这项由海企协发起的
优秀企业家评选表彰工作早在1994
年就已开始。

紧抓机遇
凝聚智慧谋发展

勤奋善学、学以致用，是海企联、
海企协不断壮大的能量之源。

繁忙的工作之余，冷明权在十几
年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南天星辰》《中
国企业家三字经》《改革与经营管理战
略—德国经济掠影》《经济社团理论与
案例》等理论书集，以及长篇历史小说
《远古大帝》和诗集《行纪而已集》《行
纪而已续集》。

在海企联、海企协看到最多是书
籍和各种专业刊物：

《海南企业发展报告书》已经连续
出版13年，是我省少有的大企业研究
专著。这本书里有海南省企业100强
的排序与权威研究报告，不仅详细记
录了海南省大企业发展历史，也有针
对海南经济发展的专题研究，更有海
南重点企业的数据资料，为科学制定
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观
察、了解我省企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
向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冷明权说，今年4月，传来了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的好消息，海企联、海企协
将紧抓历史机遇，凝聚企业家智慧，
将职责一项项落实到位，为国家交上
一份答卷，为海南经济建设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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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明权（前排右三）与清华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