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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色农产品
助力烹饪创新大赛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
吴业强）12月13日，2019年冬交会海南农产品烹
饪创新大赛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赛。参赛选手
以我省特色农产品为原材料，现场比拼厨艺，展示
烹饪技能，各种美食引来人们的关注。

此次大赛由省总工会主办，省财贸旅游烟草工
会、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协会、省酒店与餐饮行业工会
联合会承办，旨在以开展行业技能大赛为抓手，传播
美食文化，促进我省绿色生态农副产品产销对接。

与往年相比，此次大赛规模更大，吸引了来自
海口、三亚、万宁、文昌、琼海、东方等10多个市县
的选手参赛，参与市县及参赛选手的数量超过往
届。大赛还特别设置专业赛、家庭赛，另新增了厨
艺演示环节。

海南日报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来自岛内外
的名厨师进行菜品制作技艺展示，引来众多人围
观；文昌勤富罗非鱼、儋州兴勇豪猪、琼海咸水福寿
鱼、万宁和乐蟹、东山羊、澄迈福山咖啡羊等多种本
地特色农产品均成为比赛原材料；百香果五脚猪、
龙泉隔水蒸鸡、黑松露文昌鸡、芙蓉万宁和乐蟹、盐
焗东山羊等特色菜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据了解，海南农产品烹饪创新大赛已连续举
办4年，累计1200余名厨师骨干、大众选手参
赛。此次大赛为期两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出席开赛仪式并宣布大赛开赛。

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
产销对接活动举行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 傅人
意）12月13日，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
动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通过组织广西等省、
市、自治区及我省贫困地区农产品进行展示推介、
洽谈对接，旨在加大扶贫农产品宣传促销力度，拓
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

在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开幕当日，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
金额21.6亿元。而在13日的活动中，有多家农业
品牌企业带来了各自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进行推介。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2019全国贫困地区农
产品产销对接行动”的收官活动。2019年，农业
农村部大力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聚焦“三区三州”等贫困地区，突出展示展销和订
货洽谈，搭建区域性产销对接平台，借助“以销促
产、以销带产”带动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我省举行
优质水产品推荐会
现场签约亿元购销订单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邓钰）12月13
日，2019年冬交会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南省优质水
产品推荐会在海口举行，共有相关职能部门、行业
专家、各地企业代表等百余人参加。现场，我省多
家企业与来自山东、内蒙古等地的企业签订购销
协议，金额达1亿元。

海南日报记者从推荐会现场了解到，经过多
年发展，以罗非鱼为首的海南水产品已形成从苗
种繁育、养殖、运输到精深加工的成熟完整产业链
条，并充分与国际接轨，出口额位居全国前列。然
而，罗非鱼等水产品存在养殖标准化程度不足，精
深加工技术和产品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

在现场，与会嘉宾从水产养殖的国内外形势、
海南罗非鱼产业及形势以及海南水产品如何拓展
成都消费品市场等主题入手进行了详细分析，为
海南水产养殖发展提出诚恳建议。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我省多家企业与外
地客商签订购销协议，并与四川、陕西等地的客商
和协会等单位达成内销推广计划，在2020年共同
推进海南水产品在当地市场的互动和推广。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罗
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承办，旨在助力海南优质水
产品开发内销市场，打造海南特色优质水产品产
销对接平台，并通过开展多方对接形式，探索数据
时代水产品流通新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冬交会参展企业、中外客商看好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机遇

海南扩大农业合作“朋友圈”

“首次参加冬交会，没想到
有这么多采购商和观众，这么
好的老挝茶，就因为带的样品
太少，只能看，不能喝了。”12月
13日，老挝国家工商总会中方
秘书长宋春祥在2019年冬交
会老挝馆向大家介绍特色农产
品时，语气满是惊喜与“遗憾”。

12月 13日，2019年冬交
会进入第二天，前来逛展的人
络绎不绝。数据显示，12月13
日冬交会现场订单交易总额
20.463亿元，现场人流量约为
11.16 万人次，现场销售总额
1270万元。

无论是英国的蓝山咖啡、
老挝的茶叶、蒙古国的羊毛衫，
还是海南沉香蒸眼罩、琼海大
米，各处展位前都挤满了人。

而收获颇丰的不仅是逛展
市民，还有参展商和客商。

海南正在加快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冬交会也成为我省开展对
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展会
上，本地客商在借力“走出去”
拓市场，省外、境外客商也在寻
机“走进来”将产业布局海南，
这让海南农业合作“朋友圈”越
来越大。

“这凤梨真甜！多少钱一斤？”“咱
论个卖，40元！”12月13日，在海南天
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区，个
头小巧、果肉嫩黄的“金钻凤梨”吸引
了不少逛展市民的目光。

“公司已经签下236万箱的凤梨
订单，给力！”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军笑道，如今每
年的冬交会已成为企业和全国客商聚
会的“节日”，既是新产品展示的舞台，

也是落实订单的重要平台。
“今年，冬交会首设了专业观众

开放日，吸引更多专业买家参展，因
此意向订单也较往年有所增加。”海
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经
理梁文斌说，冬交会首日，公司共洽
谈专业客户 11 组，意向订单已达
3500万元。

如今，冬交会早已不仅是农产品
交易的盛会，也成为企业借机“出海”

寻找对外合作的前哨。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国华表示，每年的冬交会是
参展商洞察市场动向的重要参照，
企业参展，也对市场策略的调整有
很大启发。“目前南国食品已销往美
国、迪拜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
其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之际，
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经济落户海
南，为我们带来更大的合作交流潜

力。”徐国华说，企业也期待有更多
政策利好助力跨境电商发展，让对
外贸易节省更多成本，探索更大的
发展空间。

赵军同样认为，在海南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背景下，天地人公司有
希望引进全球顶级的新品种水果，
由此形成产业闭环，稳定保量为供
应商供货，打造新型水果种植产业
发展模式。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副
董事长杨洪凯眼中，冬交会是每年都不
可缺席的活动。“多的时候，来参加冬交
会的新发地批发商有上百名，都是奔着
海南特色优质农产品而来。”杨洪凯说，
从第一届冬交会举办至今，每年冬交
会的改变和提升，以及海南农产品的
优化升级，他们都看在眼里，源源不断

的购买需求也是市场最好的评价。
“让海南特色瓜果菜在北京市场

永不断货！”杨洪凯表示，新发地已在
海南建立基地并建设冷库，保证从种
植、收购到冷链物流运输的全产业链
管理。下一步，新发地还将继续做好
海南特色优质农产品的采购工作，畅
通农产品产销渠道，积极参与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
“老朋友”携手共进，“新朋友”期待

同行。第一次参加冬交会的龙江绿铭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已“心属”海南市
场。“公司刚成立一年多，但我们已计划
在海口成立办事处、开设实体店，在推
广销售公司产品之余，同步在黑龙江展
示售卖海南的特色优质农产品。通过

‘带进来、引出去’的方式参与海南建设
发展。”该公司营销总经理李秀娥说。

上海莱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
蒋晓微，负责南非红酒在中国市场的销
售，他说，海南正在打造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未来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来。“我们
非常看好海南市场，接下来会着重考察
三亚等地，有机会就设立分公司。”

12月13日，我省与亚美尼亚共
和国希拉克州政府签订合作谅解备忘
录，将在经贸、农业与食品工业、旅游、
医药、采购业、旅游、教育、科学、文化
等方面开展多边合作。

同日，我省与蒙古国食品农业和

轻工业部签署了关于食品、农业和中
小企业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农业大
学校长苏莱蒙诺夫表示，希望更多的
海南农业企业到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兴
业，同时以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

的国家级工业园——鹏盛工业园区为
纽带，与海南合作共建乌中农业示范
园区，并将地点设在海南省。

柬埔寨实居省副省长索克·菲亚
坦言，他们非常希望在“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在海南和柬埔寨之间搭建

更多合作桥梁，增进柬埔寨和海南的
友谊，促进两地在农业、旅游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接下来，我们准备和海南
海垦控股集团、椰树集团在椰子等热
带农作物发展方面开展合作。”索克·
菲亚说。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拓市场 海南企业借机“出海”

寻商机 外地客商“心属”海南

强合作 海南期待更多“朋友”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占据“C位”的展区，各种农产品
琳 琅 满 目 ，却 是“ 只 能 看 不 能
买”？——12月13日，来参加2019
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的海口市民秦敏，刚一踏进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迎宾大厅，便碰到了
疑惑。

“原来这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海南‘三农’发展成就展区。”打
听清楚的秦敏笑道：“图片、短片，加
上产品实物，展区有声有色，成就一

目了然。”
“你看看，海南有34个农产品地

理标志，三亚芒果、琼海番石榴、澄迈
山柚油都是！我们都吃过不少呢，可
惜摆在眼前却买不了。”面对秦敏一家
的“遗憾”，工作人员主动迎上来送上
了温馨提醒：“您好，这个展区‘只展
不销’，不过这些产品在其他展馆都
有销售，可以到相应市县展区购买。”

同样的“温馨提醒”，工作人员当
天已重复多遍。“看到展区里展示的
瓜果蔬菜，不少市民纷纷询问如何购
买，也有市民‘打卡’拍照。”工作人员

笑着说。
模拟海水波动的“T台”上、色彩

缤纷的瓜果菜展架边、“美好新海南”
的绿植背景板前……逛展市民群众
在感叹海南“三农”发展所取得的成
就之余，也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这些
成就。

市民莫先生在“海洋渔业发展成
效显著”的图片展示版块前驻足许
久，认认真真、一张一张地拍下了展
示图片。“孩子刚上小学，对海洋呀鱼
类呀很感兴趣，拍下网箱养殖、远洋
捕捞的图片拿回去给他看看，顺便还

能科普海洋知识。”莫先生笑道。
一旁，来自外地的刘先生则刚把

自己拍下的展区图片发到微信朋友
圈，没过一会便接到了家人来电：“你
在哪儿呀？这么多水果蔬菜。”

“今天来逛逛冬交会，准备买点
好东西过年带回老家呢！”

“冬交会？这么多好东西，得叫
‘丰收会’了吧！”

话语间、笑声中，海南“三农”发
展的成就，就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
生活里。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海南“三农”发展成就展亮相冬交会

展品“买不到”人气挡不住

①在2019年冬交会国际农产品品牌馆，顾客向客商询问商品价格。

②12月13日，冬交会上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外国消费者关注。

③12月13日，2019年冬交会海南林业馆，各色花朵、蔬果“引得游人醉”，

一位市民拿着水果和花留影。

④12月13日，2019年冬交会五指山馆，绿色农副产品让逛展市民点赞。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五指山携“明星”茶
亮相冬交会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林
晓君 特约记者刘钊 通讯员梁昌逢）
在2019年冬交会上，五指山市共25家
参展企业携86种特色农产品亮相。

走进五指山展馆，以绿色为主色
调布置的展厅里人头攒动，“绿动五指
山，氧生翡翠城”标语下，陈列着各类
颇具当地特色的红茶、忧遁草、灵芝、
野生蜂蜜等农副产品，“山味”浓郁。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
五指山组织了25家企业参展，展出产
品总类达86种，其中，参展茶品优质，
大多是当地的明星产品。

五指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怀妍
表示，希望借助冬交会这一平台，推介
特色农产品，打造五指山农业品牌。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冬交会次日
现场订单超20亿元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陈雪怡 傅人
意）12月13日，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第二天，现场订单交易总额20.463
亿元，其中海口市政府农业招商推介会签下9.5
亿元订单，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展销区揽下7.8
亿元，澄迈特色农产品收获2.1亿元订单。

冬交会次日精彩活动不断，农业投资项目招
商推介会、华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海
南农产品烹饪创新大赛、海南优质水产品推介会
等，既通过多种形式展示了海南特色优质农产品，
也借招商引资参与了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以及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对此，企业客商也用投资热情给予了回应
——13日，冬交会现场农业投资项目数量23个，
金额34.96亿元，其中海口市政府农业招商推介
会25.8亿元，农业投资项目招商推介会9.155亿
元等。此外，冬交会次日，展会现场人流量约
11.16万人次，线上交易总额628万元，现场销售
总额1270万元，农业金融服务展区累计达成金融
授信金额1.555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