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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农民工大学生
冬交会上齐“吆喝”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12月12日在
海口开幕。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南广播
电视大学展区内人来人往，气氛热烈。而工作人
员向来宾热情介绍的各类优质特色农产品，均来
自我省18个市县的40名农村干部及该校农民工
大学生所在的村庄。

据介绍，继2012年和2018年组织农村干部
和农民工大学生参加冬交会后，今年海南广播电
视大学又再次组织农村干部和农民工大学生携自
家农产品参会，作为该校培养农村干部和农民工
大学生创业成果的展示。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海
南农业龙头企业品牌展区的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展
馆，是本届冬交会唯一的学校展馆。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从2010年开始，由
省委组织部牵头，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的大力支
持下，海南广播电视大学连续开展了“农村干部学
历教育项目”，并于今年12月派出该项目学生投身
脱贫攻坚“战场”，旨在发挥“农村干部学历教育项
目”成果，助力我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省总
工会和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该校还从2014年
开始承担起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项目，每年为全
社会培养2000多名农民工大学生，着力提升他们
的学历和技能，目前已有1000多人顺利毕业。

2019年海南农产品竞购会举行

意向订购超400亿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陈雪怡 傅人

意）12月12日，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的重点活动之一——2019年海南
农产品网上交易暨专业采购团洽谈签约仪式（以
下简称竞购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
达成意向订购金额共470.3亿元，较去年同比增
长10.2%，总订购量614.8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
1.6%，再次刷新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最高纪录。

2016年至今，竞购会已连续举办4届，通过
打造优质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提供农业信息化
大数据分析、探索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新模式等，
为海南数字农业发展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本届竞购会首次以“主产地推介+品牌农产品
拍卖”的方式进行展示，并设置新媒体电商销售模
式展示环节，叫好又叫座。借助此次活动，我省农
业部门还收集到全国重点批发市场、连锁超市、电
子商务企业等大型采购商对海南农产品的采购需
求，有利于深入推进全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海南作为全国重要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出岛瓜果菜占全省生产总量的60%。2019年度
（截至11月底），全省出岛瓜果菜总计37.78万车，
同比增长26.44%；总重量657.88万吨，同比增长
22.84%；共销往全国31个省份，覆盖率91.2%。

省政协副主席史贻云参加活动。

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淘金”，国际交流合作愈发频繁

一年一届冬交会“一带一路”新机遇
“这是珊瑚花，长在四

五千米高的山上，泡出的
茶，有很好的养生效果！”12
月 12 日，在 2019 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国际农产品品牌
馆，伊朗珊瑚花展区负责人
哈山操着流利的中文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这已是我
第三次参加冬交会，前两次
成效都很好。此次希望借
助冬交会平台招商，更希望
能找到好的海南农产品来
代理销售。”

12月12日，2019年冬
交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开幕，共有来自32个国家
和地区的5300名客商前来
寻找新商机和新合作。

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大背景下，冬交会已然成
为海南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
要窗口，并逐渐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
投资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

香喷喷的俄罗斯香菇、浓郁扑鼻
的巴西咖啡、包装精美的马来西亚燕
窝……在冬交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展馆，商品琳琅满目，人潮涌动。

“冬交会的人流量大，中国市场潜
力更大，我们代理的公司十分看好在
华业务。”上海迷恩贸易有限公司经理
徐涛表示，他所代理的法国葡萄酒在

中国市场广受欢迎，尤其在“一带一
路”倡议背景下，国家在贸易方面给予
优惠，也使得该公司的对华业务范围
逐渐扩大。徐涛认为，海南正着力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此举将会吸引
更多客商前来旅游、洽谈，因此他非常

看好海南市场：“去年冬交会现场共成
交150万元，而今年冬交会首设专业
采购商采购时间段，一上午已经有了
四五笔订单。”

泰国正大集团海南区水产事业助
理副总裁王孟军介绍，企业看好海南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
此不仅首次组织了集团农牧全产业链
参展，还计划将大型种虾选育场落户
海南。

设置了220个展位的琼台农业合
作展区里，台湾鑫成茂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洪定瑜说，企业已连续三年参加展
会，每年都能在展会上寻找到新商机。

境外客商看好冬交会机遇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南北朝民歌里的草原场景，也出现
在了今年冬交会的现场——蒙古国主
宾国展区里展出的一幅幅具有蒙古草
原风情的油画，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今年冬交会首设了蒙古国主宾
国，在该展区，有做工细致的羊毛围
巾、包装精巧的巧克力、皮质柔软的皮
靴，还有舞姿曼妙的蒙古舞演出……

蒙古国食品农业和轻工业部部长
乌兰·丘尔特姆表示，今年是蒙中建交
70周年，对于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以经济内涵丰富、落实“经贸合作关
系中期纲要”的目标，农业、中小企业、
轻工业的参与至关重要，因此今后蒙
古国客商将会积极参加在海南主办的

冬交会活动。
据了解，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与

海南省政府签署《共同推进海南全面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开放备忘录》，支持
海南建设现代种业硅谷示范区、国家
热带农业科学中心、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热带现代农业（海洋渔业）发展

引领区和“一带一路”农业国际合作交
流基地。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许云表
示，首设蒙古国主宾国，旨在希望加强
海南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合作交
流。“蒙古国冬季在瓜果菜、热带水果
方面缺少供应，海南市场则对蒙古国
优质的牛羊肉有需求，双方未来合作
将实现农业资源产业互补。”

首设主宾国加强农业合作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点内容。据原农业部党组成
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
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透露，本
届冬交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组织
北京新发地、河南商丘、江西凌家塘
等全国多家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
电商企业的110多名重点采购商参
与洽谈。

同时，数据显示，12月 12 日当
天，来自海南全省各市县的22种农产

品意向订购金额达470.30亿元，同比
增长10.2%，总订购量614.8万吨，同
比增长1.6%，再次刷新海南农产品网
上交易最高纪录。

除了投资贸易合作，海南正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文
交流与民间交往，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和资源优势，打造我国面向太平洋和
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着力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在国际农产品品牌馆的阿缇雅

印度精品馆，参展商拉里正在仔细
摆弄用金丝线镶嵌着蓝宝石和盆花
的挂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冬交
会，这不仅是一个农产品交易平台，
更是各国文化交流的平台。”拉里
说：“挂布寓意花开富贵平平安安，
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相通。通过冬

交会，我不仅售卖来自印度的羊绒
围巾、地毯等产品，也希望让更多人
了解我的国家。”

冬交会期间，第十五届全球橡胶
大会、2019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论
坛、2019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
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等
16项重要活动将接连举行，旨在集聚

“一带一路”国家嘉宾“头脑风暴”，为
加深各方交流合作献智献策。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拓展投资贸易与人文交流

第十五届全球橡胶大会
在海口开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计思佳 邓钰）
12月12日上午，2019第十五届全球橡胶大会在
海口举办。作为2019年冬交会的重要活动之一，
全球橡胶大会也是首次在中国举行。大会以“天
然橡胶2.0-重大革新游戏规则”为主题，探讨影
响国际橡胶和橡胶制品市场层面的关键因素和发
展战略，展示海南橡胶产业乃至中国橡胶产业的
发展成果，推动“全球热带农业发展促进中心”落
户海南，促进橡胶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产业振兴。

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阿都阿兹
博士在致辞时指出，全球市场形势的变化对全球
天然橡胶行业产生了负面影响，橡胶价格低已成
为小农和种植园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迫切需要
改革、建设和加强。他倡议，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
与国际橡胶研究和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一个认
知技术卓越中心，建立技术专家小组为橡胶种植
业开发自动化技术并提供咨询意见，为振兴天然
橡胶产业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制定战略。

副省长刘平治在致辞中表示，橡胶产业是海
南发展热带农业的重要抓手，橡胶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是助力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渠道。

开幕式上，国际橡胶研究与发展委员会、马来
西亚吉打州投资促进局、三亚公共外交研究院就
建立全球橡胶大会基地，推动建立“全球热带农业
发展促进中心”等项目，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

国家扶贫832平台现身冬交会

贫困户增收
有了新渠道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傅
人意 通讯员陈颖）12 月 12 日，在
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
冬季交易会C馆全国供销合作社展
区，首次设置的国家扶贫832展示推
广平台，让我省贫困户又多了一条农
副产品销售渠道。

国家扶贫832展示推广平台由财
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共同建设，坚持“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
则，以国定贫困县特别是深度贫困地
区为重点，以促进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销售、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为目标，
通过优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的方式
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此外，我省还首次在冬交会期间
设立全省消费扶贫阶段性成果展示
区，通过多块LED滚动播放，宣传扩
大海南线上线下消费扶贫知晓率，发
动客商和市民、游客参与消费扶贫。

据统计，自2018年10月全省正式
启动消费扶贫活动以来，截至2019年
11月底，“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总额已
达4929.56万元，在售商品899个，线上
注册人数20.59万余人，共12.32万户
次贫困户获益。在全省各级供销社和
有关部门帮助下，我省共举办209场爱
心扶贫集市活动，投入资金299.56万
元，实现销售总额2201.26万元，累计
约有60991户次贫困户获益。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计
思佳）12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海南冬交
会海口共组织50多家企业参展，首日
就达成现场交易额43.2万元。12日
下午，该市还举办了“海口乡村振兴项
目招商与品牌农产品合作推介会”活
动，海口市及各区农业部门相关负责
人纷纷当起了“推销员”，对该市的生
态环境、特色产品、品牌农业、营商环
境进行推介，现场达成订单签约9.5
亿元，签约合作项目16个。

“我看到了参天古树，绕村而过

的小溪，还有村里的古宅、古井。画
面都是3D的，形象非常逼真，有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12日上午9时，“候
鸟”老人吴育珍来到冬交会海口展馆
的VR展示区，戴上眼罩，“零距离”
体验了一把海口美丽乡村的美景。

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的海口馆，除了展示海口
火山荔枝、海口莲雾、云龙淮山等十
大农业品牌、扶贫产品外，还现场搭
建美丽乡村VR展示区。通过选取
海口独具特色的40多个美丽乡村，
结合VR技术拍摄手段，让人身临其

境般地感受各村民俗风貌、产业项
目、人文风光。

在12日下午举行的推介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棉花遗传育种专家
喻树迅，中国工程院院士、鱼类繁殖
和育种专家刘少军，仲恺农业工程学
院现代农业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沈
玉利，中化农业MAP智慧农业事业
部品控溯源工程师褚芳芳等农业各
领域专家，围绕海口高效农业、现代
渔业、果蔬进出口、智慧农业等相关
话题发言献策，为海口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活动现场还同期举行了海口农业
产业项目及知名企业海口行项目签
约、海口琼台农业合作项目签约、海口
冬季瓜菜产销订单签约等系列签约仪
式，现场订单签约9.5亿元。除农产品
采购外，现场签约合作项目16个，其中
12个为投资项目，4个为合作框架协
议，计划在渔业养殖、渔业科研和瓜果
菜种植供应等方面开展合作。

据介绍，13日，海口还将组织参会
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全国大宗采购商、
供销商代表等开展“海口冬季瓜菜及美
丽乡村考察活动”，进一步促进合作。

组织50多家企业参展，开展农产品推介活动

冬交会首日海口签单9.5亿元

海南与四川德阳市
签署合作协议
丰富两地“菜篮子”促农增收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傅人意 陈雪
怡）12月12日，在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
产品冬季交易会现场，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与四川省
德阳市农业农村局在专业买卖家采购洽谈会上签
订了《农业合作发展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农业生
产技术、热带育种及新品种引进和培育、新材料运
用、农产品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开展
交流与合作，丰富两地“菜篮子”，共享市场资源。

四川省德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胡智介绍，
德阳市夏季气候适宜蔬菜生产，年产量280万吨，
年外销蔬菜150万吨，可供应50万吨蔬菜以丰富
海南“菜篮子”。但德阳市冬季缺少丰富的蔬菜品
种，需要从海南调运，此次合作对促进两地农民增
收农业增产具有重要作用。

下一步，双方还将在“银政担”（银行、政府、担
保）方面合作，共同为助力乡村振兴作贡献。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12月12日上午，海南冬交会展
馆蒙古国主宾国展区，十几位媒体记
者正等着蒙古国食品农业和轻工业
部部长乌兰·丘尔特姆。

乌兰·丘尔特姆却在展区里转了
一圈又一圈。展区里，皮质柔软的羊
毛衫、精致小巧的牛皮钱包、描绘草
原风光的油画……产品琳琅满目，充
满异域风情。他像位普通顾客一样，
拿起产品仔细地询问参展商。

等得记者们都急了，才发现乌

兰·丘尔特姆是在认真“做功课”——
“这次蒙古国展馆展出了羊毛

衫、牛皮制靴子，欢迎大家购买！我
们还有企业带来了好吃的巧克力，大
家一定要尝尝！”在面对记者“长枪短
炮”采访时，乌兰·丘尔特姆当众“吆
喝”起来。

乌兰·丘尔特姆说，蒙古国的特
色农产品是牛羊肉、牛羊皮、羊毛、牛
奶、奶粉。话语间他朝着镜头顿了
顿，取下脖子上的项链：“你们看，这
也是牛皮产品，百分之百牛皮，质量
好，也是我们蒙古国的特色！”

“感谢海南的盛情邀请，让我
在冬交会上看到这么多优质海南
农产品。”乌兰·丘尔特姆说，蒙古、
海南两地虽远，但希望双方未来加强
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蒙古国的肉品和
海南品种丰富的水果，“可以‘互通
有无’嘛！”

“到蒙古国展馆看农产品，还能
欣赏蒙古民族文艺表演，加深对我国
发展、文化和习俗的了解。”采访结
束，乌兰·丘尔特姆仍不忘推销蒙古
国文化。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蒙古国部长现场“带货”
邀观众尝牛羊肉、赏蒙古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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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