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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出发，去看‘咚咚’！”
“咚咚？”
“就是冬交会啊！”
——12月12日8时30分许，在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公交站，学生小何
和同学准备搭乘86路公交车，前往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参加2019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
会。“听说今年冬交会有网红街，想过
去打卡看看。”小何的脸上满是好奇
与兴奋。

相比于“咚咚”，人们对“冬交会”
一词更为熟悉。这个连续举办了22
届的展会，是海南乃至全国人民在12
月的一场固定“节庆约会”，既展示海
南农业风采，又收获辛勤劳作果实。
今年的冬交会，更加开放、更显活力，
力争打造成为更多人参与、并且享受
其中的盛会。

更加开放：国内外客商
踊跃参展

32个国家和地区的2700多家企
业、5300多名客商，这是冬交会“22
岁生日聚会”的“嘉宾名单”。

这一次“聚会”，带来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展区、国际农产品品牌
馆、农业产业扶贫展销馆、中国农业品
牌馆等展馆，展品涵盖粮油、水产、果
蔬、生鲜、畜禽等优质农产品，还有农
机农资、科技等服务业及其产品。

“展馆海纳百川，展品包罗万象，
是本届冬交会的亮点之一。”冬交会组
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截至11月25
日，国际展商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的
260家企业报名参展，远远超过展馆展
位承载量；国内有18个省份的1162家
企业参展，参展商超过2000人。

在会展中心迎宾大厅的“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展区，老挝国家展团带来
咖啡、茶叶等产品，展位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参加冬交会，希望通过推介
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展示老挝农业发
展、风土人情的同时，搭建起与各地农
业合作的桥梁。”

而对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
场副董事长杨洪凯而言，冬交会已经
成为“每年必参加、年年都新鲜”的盛
会。“新发地是海南冬季瓜果菜销往北
方的重要集散地，海南冬季瓜果菜占
新发地总体销量约40%。”杨洪凯说，
从第一届冬交会举办至今，新发地每
年都参展，陪伴着冬交会成长，也看到
了海南农产品的优化升级，此次参展
将继续做好海南冬季瓜果菜的采购工
作。

国内外企业客商的踊跃参展，也
得到了参展观众的热情回应。“之前有
亲戚带回来几包老挝的咖啡，觉得很
好喝但是不好买，没想到这次在家门

口的冬交会上就能买到，一定要多买
点。”市民王女士说。

更具活力：创新办会形
式优化平台功能

缘何把冬交会叫作“咚咚”？“因为
今年冬交会有一条‘咚咚’网红街，所
以觉得叫‘咚咚’更新潮。”小何说。

在会展中心主会场左侧，一条颜
色鲜艳、设计“小清新”的“街道”里人
头攒动，“骑楼咖啡”等网红品牌店“搬
到”冬交会现场，吸引了许多年轻市民
前去打卡。而在主会场右侧，一条约
2000平方米的美食街，让参展群众尝
遍大江南北的美味佳肴。

“本届冬交会首次设置海南好物
‘咚咚’网红街，汇聚海南好物，孵化海
南农产品网红品牌，并专设美食街，呈
上数千款特色产品，打造‘吃货’天
堂。”冬交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与

此同时，今年冬交会首次开设专业观
众日，为采购商、参展商提供专业的商
务洽谈平台，进一步畅通海南农产品
产销渠道。

展会内容更具活力，展会服务也更
加有力：首次推出冬交会小程序，用户
可以通过小程序快速找到企业展商的
所在区域、展位号及参展产品；引入智
能安检管理系统，展商、展品统一采取
提前线上报批审核、线下实行人货分离
严格准入制，通过专用系统实名注册登
记，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和游商小贩。

“在此基础上，首次统一建设中英
文双语官方网站，实行数据化管理和
常态化营销推广，并开通‘线上冬交会
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为各
参展农企、参会农批市场等客商打造

‘永不落幕’的供需信息交流合作平
台，助推展会影响力持续发酵。”冬交
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品牌效应日益彰显 办会形式更加丰富

“22岁”的冬交会更开放更有活力

东方：积极展示新品种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张文君 通讯

员杜剑芯）12月12日，今年冬交会盛大开幕，东
方市组织了3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热带水果、冬
季瓜菜等农产品共有50多种，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前来参观。

“组团参展，旨在借助冬交会的平台，充分展
现东方的农业成果，推广特色品牌农产品，进一步
推动东方现代农业的发展。”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东方展馆更加突出东方特色
高效农业，增加了引进的新品种，通过实物、图片、
资料展示等方式，充分展示了东方农业的特色优
势和品牌价值。

定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王丽云）冬交会首日，位于海南农业产业扶贫展示
馆的定安展馆，全县共有31家企业、合作社参展。

富硒大米、山柚油、椰冻奶酪等上百款定安特
色优质农副产品琳琅满目，物美价廉，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或询问了解。

此外，在冬交会定安美食一条街上，定安粽
子、定安猪脚饭、定安鹅饭等多种定安本土美食竞
相秀味，不少慕名前来的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展位
前，认真挑选，现场一片热闹景象。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1分钟不到，三亚福返树上熟富
硒贵妃芒实现成交量5000件，成交
额 75.81 万元，平均成交价 151.63
元。主持人的串词还没说完，拍卖就
已结束。

这是发生在12月12日，2019年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暨专业采购团
洽谈签约仪式，即竞购会上的一幕。
1个小时的竞购过程中，来自全省各
市县的22种农产品意向订购金额达
到470.3亿元，同比增长10.23%（去
年 426.67 亿元），总订购量 614.8 万
吨，同比增长1.61%（去年605.05万
吨），再次刷新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

最高纪录。
自2016年起，作为冬交会重点活

动之一，竞购会采用竞拍形式推销海
南农产品，创新优质农产品产销平台，
每年都吸引来自全国大型商超、农产
品经销商、海南农业龙头企业、供应商
等上百人参加活动。

而本届竞购会首次以“主产地推
介+品牌农产品拍卖”的方式进行展
示，澄迈县、海口市、三亚市等市县政
府和职能部门相关负责人依次上台，
结合当地环境独特优势、传统农耕人
文底蕴及现代农技应用成果，介绍各
自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吊足参展客商
的“胃口”。

在随后进行的单品竞购环节，今

年冬交会继续延用“荷兰式”降价拍卖
模式，品类为澄迈桥头地瓜、三亚福返
树上熟富硒贵妃芒果和文昌绿然潮记
文昌鸡。活动现场进行1分钟降价竞
拍，先订先得，订完为止。

1分钟开始倒计时，每隔10秒降
价1次，产品库存也在减少……“等待
降价获得优惠”的期望与“库存有限手
慢则无”的现实形成心理反差，营造出
紧张刺激感，现场氛围更加浓厚。

“这种竞拍方式，能够快速探索
出采购市场对产品价值的大致定位，
竞拍结果对产品定价、成本控制都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活动相关负责
人说。

“三亚芒果品质好，市场反响也不

错，此次参加冬交会就是冲着它来
的。”一采购商说，在竞拍活动之外，他
还会和相关生产基地、合作社联系对
接，洽谈三亚芒果产销合作。而作为
竞拍活动的另一方，澄迈县桥头地瓜
产销协会相关负责人同样感觉“紧张
刺激”，2000箱的成交量、16.21万元
的成交额、81.05元的平均成交价，让
该负责人坚定了保证桥头地瓜产品高
品质的决心。

紧张的竞拍结束后，迎来新媒体
电商销售模式展示环节。“印象南国”
网红主播森森、“胖瘦兄弟”陈仕德和
张少冲、“美社有个房—媚姐之家”的
负责人黄妹等嘉宾代表现身演说，展
示了在5G时代来临之际，淘宝直播、

网红代言、微社区运营推广等线上贸
易新业态在农业领域的探索成果，又
为海南创新农产品销售模式提供了思
路和路径。

一场竞拍会结束，各方皆有所获：
采购商收获优质特色农产品，参展商
收获市场信心和信息，海南则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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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产规划更加
契合市场需求，推动海南农业从传统
农业方式向现代化农业、生态循环农
业、品牌农业转变。”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

冬交会农产品竞购会让采购商在“等降价”和“手慢无”中抉择

在“纠结”中探出产品市场价值

临高：40宗订单揽金逾9亿元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张惠宁 通讯

员刘彬宇）12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冬交会临
高县有关部门了解到，今年海南冬交会临高县共
组织31家企业参展，冬交会首日临高农产品签约
订单40宗，签约农产品数量19.7万吨，签约金额
9.025亿元。

今年海南冬交会临高县参展的企业有31家，
展出瓜菜类、热带水果类、杂粮类、农产品加工类、
海产品类、活体类等产品62个品种，其中19种为
扶贫农产品。

冬交会首日临高签约订单主要有，瓜菜类15
宗18万吨宗，签约金额7.2亿元；热带水果类25
宗1.7万吨，签约金额1.585亿元。

文昌：丰富特产引观众“打卡”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李佳飞 特约

记者黄良策）椰子油、文昌鸡、航天育种瓜菜、琼北
赤稻……12月12日，冬交会开幕首日，海南日报
记者在文昌展馆看到，该市约43家企业200余种
特色农产品亮相，琳琅满目的产品吸引得游客纷
纷前往“打卡”。

文昌展馆重点推介了文昌市特色农副产品，
如文昌鸡、罗非鱼、马鲛鱼、椰子、牛肉干、红米、西
瓜、航天育种瓜菜等，以产品实物、图片以及影视
介绍、现场解说等形式进行展示推介。

琼中：百余种农产品参展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李梦瑶 通讯

员陈欢欢）12月12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携36
家农民合作社、企业亮相今年冬交会。当天共实
现线上交易近2.7万元，线下交易5.5万元。

琼中展馆以绿色为主色调，香甜多汁的琼中
绿橙、香气扑鼻的琼中菠萝蜜和酸甜可口的黄金
百香果围着中心圆柱整齐铺开，四周展台错落有
致地排列着琼中蜂蜜、灵芝、山兰酒、桑葚酒、铁皮
石斛、琼中竹狸等百余种富有琼中特色的农副产
品，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品尝购买。当天，该县
还举办了“山水琼中 生态优品”农产品推介会。

昌江：携扶贫产品亮相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林书喜 通讯

员钟玉莹）12月12日上午，昌江黎族自治县组织
21家企业携41种产品，其中扶贫产品36种，邀请
118位客商亮相冬交会。据悉，此次冬交会，该县
农业农村局还将与海南富汇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签署哈密瓜战略合作协议，金额达1.155亿元。

昌江馆内瓜果飘香，人声鼎沸。毛豆、圣女
果、霸王岭山鸡、芒果、皇帝洞山兰米等琳琅满目
的特色农产品大展风采，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及
客商前来品尝及洽谈合作。黎锦、黎陶、编藤以及

“昌江三宝”昌江玉、黄花梨、沉香等展示昌江风情
特色的产品也受到欢迎。

儋州：签售果蔬近10万吨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周月光 特约

记者李珂）冬交会首日，儋州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
品得到全国农产品经销商青睐，该市45家参会企
业收获1.71亿元订单。

从黄金百香果、榴莲蜜、七叶葡萄等优质生鲜
果品，到黑皮冬瓜、黄秋葵、鹿角灵芝等特色农产
品，再到海洋水产系列产品、灵芝系列产品、铁皮石
斛系列产品……冬交会上，儋州馆展示的特色农
产品亮点纷呈，成为过往客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
长沙马王堆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武汉白沙洲农
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安微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
公司等全国重点农产品市场分别与儋州各农产品
企业签订订单，成交各类瓜果蔬菜近10万吨。

本报海口12月12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李骁可 杨光）“母山咖啡，
香醇回甘！”“一瓶昌农胡椒多少钱？”

“来5盒白沙绿茶。”……12月12日，
2019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现场，垦区
百余种优质农副产品亮相。馆内人头
攒动，客人询价购买之声不绝于耳。

据了解，在本届冬交会中，海南农
垦馆展区面积936平方米，分为海南
农垦展销区、兄弟垦区专区和现场活
动区三大部分。海垦控股集团携旗下
热带蔬果、热带经济作物、南繁种子、
禽畜类等近百种产品参加展销，其中
母山牌咖啡、白沙牌茶叶、昌农牌胡

椒、白沙红牌红橙以及海橡乳胶寝具
等海垦品牌名优产品尤受欢迎。

海南农垦馆还设置了产品试吃、
茗茶品鉴、咖啡品尝等区域，开展体验
活动，让市民亲身体验海垦产品和品
牌魅力。

当天，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在冬

交会现场举行2020年早春茶上市仪
式，宣布该集团旗下所有早春茶正式
上市，并与海口东之丰贸易公司、白沙
金叶商贸公司等88家经销商签订茶
叶销售订单合计1亿元。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自10月起成
立筹备工作小组，精心谋划，力求在展

馆中充分体现海垦“八八”战略的改革
成效和发展优势。该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近年来，海垦加强品牌建设，通过
多举措向社会各界宣传推荐旗下品牌。
该集团将利用冬交会平台，大力进行推
介和招商，广邀国内外客商前来逛展，打
响海垦金字招牌，争取订单创新高。

海垦农产品获采购商青睐

88家经销商签1亿元茶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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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逛 喜乐购

白沙馆，山兰稻受欢迎。 展品丰富的澄迈馆人流如织。文昌馆创新让真人扮演的文昌鸡公仔参与产品推介。

屯昌馆，试吃活动吸引许多观众前来品尝当地美味。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