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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李骁可

“太有意思了！这机器有什么
作用？”12月 13日，在2019年冬交
会海南农垦馆，一台固定在一人高

“橡胶树”上的奇怪机器，吸引了不
少参展嘉宾的目光，更让来自古巴
共和国的朗伯姆 S.A 集团公司代
表阿迪蕾依和朋友们停下脚步，连
连发问。

“这是我们和科研机构共同研发
的一机一树式智能割胶机器人。”在
现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员工王
照明通过手机控制软件发出指令，机
器刀头自上而下缓缓移动，不一会就
在“橡胶树”上割出均匀割线，稠白的
乳胶随即顺着割线缓缓流下。“机器
人能大大提高割胶效率，缓解目前胶
工稀缺的难题。”

王照明还向阿迪蕾依介绍，近年
来，海南橡胶与科研机构合作研发智
能割胶机器人，不仅进一步提升了产
业科技含量，也推进天然橡胶产业朝
着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目前已成
功研制出一机一树式和一机多树式
智能割胶机器人。“一机多树式智能割
胶机器人就像‘长’着机械手臂的迷你
坦克，可以在橡胶林里自如穿梭，精准
割胶。希望有机会能带你们参观！”

“农业发展需要创新精神和大
胆实践，这样的科研成果让人惊
喜！”阿迪蕾依高兴地说，她所在的
朗伯姆S.A集团公司隶属于古巴农
业部，专注农业科技研发。她和朋

友此次来到冬交会便是想了解海
南农业创新科研成果，并与海南相
关部门和企业加强农业交流。“逛
完冬交会场馆，看到割胶机器人等

农业创新发明，我们都觉得这是一
片农业发展的热土。”

“借助冬交会，我们不仅要展销
商品，更要将企业前沿科技成果以及

锐意创新的企业形象推荐给消费者。”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冬交会上，海南农垦馆

“科技味”满满，智能割胶机器人、海垦

小灵狗“疯狂赛车”以及“超离子水”养
殖蓝淼对虾等创新技术和产品亮相，
让创新成为企业的金色名片。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割胶“黑科技”亮相冬交会

12月13日，在2019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第一代割胶机器人吸引了来自古巴的参展嘉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通讯员 陈颖

“这‘盒子’里的东西能买吗？”12
月13日上午，在2019年冬交会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供销社展位，一个占地
面积10多平方米的“透明集装箱”，
吸引了海口市民竺玲的注意。“盒子”
里装着的，是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巴彦县260户贫困户家的特色农产
品，有黏豆糕、黑蜂雪蜜等。

这是国佳供销智能无人便利店。
“拿出手机、扫码开门、选择商品、

扫码结款、刷脸出门”，一站式的“无
人”便捷购物体验，让其成了本届冬交
会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也成了展示、
助力消费扶贫的新渠道。

智能便利店助力消费扶贫

哈尔滨国佳供销超市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岩松介绍，这种智能型
无人便利店，打破了零售环节“一店

多人”管理方式，转为“多店一人”，人
力成本大为减少的同时，所有货品也
能依靠供销社系统经营服务网络集
中采购，食品安全有保障，部分商品
价格还能比一般超市低5%左右。

“目前，这种智能便利店在哈尔滨
已开业40多家，我们还会在每家便利
店安排部分扶贫农产品进行销售。今
天我们也和海南相关市县负责人接
洽，让无人便利店未来有机会在海南
落地。”张岩松介绍。

此外，全国供销合作社展区还在
本届冬交会首次设置了国家扶贫832
展示推广平台，海南贫困群众又多了
一条农副产品销售渠道。

据了解，该网站由财政部、国务
院扶贫办、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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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采购份额方式，
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

海南扶贫农产品集中亮相

陵水圣女果、琼中绿橙、琼海莲雾
……众多扶贫农产品集中参展，是本
届冬交会的又一亮点。展会设置了农
业产业扶贫展销馆，由华南贫困地区
农产品展销区和海南各市县扶贫农产
品展区组成。

“这是贫困户自己手工制作的儋
州姜糖，请您尝尝。”在儋州扶贫农产
品展区，海南忆家食品市场部经理黄
华利表示，该公司一共帮扶了儋州市
白马井镇的372户贫困户，提供86个
工作岗位。“我们在冬交会首日就迎来
了开门红，收到一位山东客户的20万
元订单！”

在海南电视广播大学展区，一束
束绽放的睡莲、小雏菊在展区中格外
引人注目。海口永群绿种养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徐德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合作社种植的睡莲和富贵竹带动了6
户贫困户，希望通过冬交会吸引更多
客商，助力消费扶贫。

本届冬交会期间，海南还首次
设立全省消费扶贫阶段性成果展示
区，通过多块LED显示屏滚动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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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智能无人便利店、国家扶贫832展示推广平台、消费扶贫成果展示区

冬交会多渠道助力消费扶贫

12月13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无人值守智能便利店吸引顾客前来购买。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快快，过去看‘上过天’的农产品。”
12 月 13 日，2019 年中国（海

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现
场，正当市民符小姐在澄迈桥头地
瓜和屯昌白肚面地瓜间“纠结”时，
却被朋友一把拉去了文昌展馆。

另一位市民刘先生刚从文昌
展馆走出来，和别的逛展市民不
同，他手里的“战利品”是两株连盆
带土的辣椒。拿在手里沉甸甸，刘
先生却像捧着“珍宝”般把两盆辣
椒抱在怀里，笑得开心。“这可不是
一般的辣椒，它的祖先‘上过天’！”
刘先生神秘地笑道。

刘先生走了不一会儿，文昌展
馆的一角便围满了许多前来探秘
的市民群众，海南琼菜人家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红日便是
其中之一。

“‘上过天’可不是吹牛，这些
产品都是航天育种产品。”海南环
域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员张小
林及时“揭秘”，并逐一介绍他身旁
展示的单果重最高可达 400 斤的

“太空特大南瓜”、小果型的“太空
观赏辣椒”，以及经神舟三号飞船

搭载并精心选育四代之后性状稳
定、品质优秀的“太空仙客来”。

和常规育种产品不同，航天育
种产品能在较短时间里创造出目
前其他育种方法难以获得的罕见
突变基因资源，并快速培育出突
破性的优良品种，可以直接服务
于农业生产。

“航天育种创造出各具特色的
优异新种质、新材料，可广泛应用
于常规育种、杂交优势育种等，以
培育出更多高产、优质、抗性强的
新品种，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农作物
增产和农业持续发展。”张小林介
绍道。

张小林家里也养了两盆辣椒，
“喜光照、耐高温，养在户外雨水就
能满足，阳台或室内 1 周浇 1 次
水。”张小林分享自己的辣椒种养
经验时说，虽是观赏辣椒，但也可
食用，香味浓郁、口感不错，自己需
要时就去摘两颗。

黄绿色、橙黄色、正红色、深紫
色……一颗颗五彩椒像一个个小花
苞，藏在绿叶之中，玲珑又可爱。
市民群众你一盆、我两盆，纷纷加
入“太空辣椒”的采购。

越过“太空辣椒”，傅红日的目

光却落在了展出的其他产品上，包
括“太空长丝瓜”“太空葫芦 1 号”
等。等到人群散去，傅红日拉住了
张小林——

“如果现在跟你们批量订购，能
保证产品供应吗？”

“可以的，我们有自己的种
植基地。请问您是买来作观赏
用吗？”

“我是做餐饮的，在全省有好几
家分店，考虑采购来作食材加工。
之前也听说过航天育种，但不知道
已经有了这么多瓜菜品种。”傅红
日笑道，这么好的食材应该加大宣
传、做好品牌。合作还没谈下来，
傅红日已经考虑在店里专门设置

“航天瓜菜”展区，让食客们都尝尝
文昌这“上过天”的蔬菜。

实际上，傅红日当天是带厨师
来参加海南农产品烹饪创新大
赛。“趁着有些时间就到会场逛
逛，机缘巧合看到文昌展区的航
天育种产品。”傅红日说，作为文
昌人，自己深知航天产业对于文
昌发展乃至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的意义，“我也想力所能及地
参与、服务航天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冬交会展销航天育种瓜菜，引来市民围观

文昌有瓜菜 源自“天上来”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李骁可

“没想到第一次参加冬交会，就是
来给大家展示手艺。”12月13日，在
2019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黎锦扶贫合
作社社长王丽香低头静静地编织着黎
锦，脸上还不时露出笑容。

“要不是合作社带动村民和贫困
户一起学织黎锦，我们哪有机会到冬
交会现场织锦呢？”王丽香高兴地说，
去年9月，在海南农垦金江农场公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江农场公司）帮
扶下，村里成立了黎锦扶贫合作社，通
过原材料扶持、技术帮扶和销路支持
等形式，带动近50名贫困户共同发展
黎锦产业，让贫困户在学得技术的同
时，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经过一年多培训，合作社社员们
的手艺愈发娴熟，一件件精美的黎锦
褂子、黎锦裙在她们手上诞生。“今年，
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来冬交会推销
产品。”王丽香说，在金江农场公司组
织下，她和社员们从11月底便开始筹
备参会，紧锣密鼓地编织黎锦、练习手
艺。“今天很多市民来询问价格，还夸
我们的黎锦织得精美、秀气！”

“冬交会让我们开了眼界，涨了信

心！”王丽香介绍，参加冬交会最大的
收获，并非销售出几件黎锦，而是在此
过程中了解到市场对黎锦的需求。她
发现，即便手工黎锦价格偏高，仍有不
少喜爱工艺品的消费者愿意买单。而
比起传统的黎锦头巾、褂子和裙子，消
费者更喜欢带有黎锦图案的包袋或小
工艺品。“回去后我要把这些发现分享
给社员们，发动大家一起开发新产品！”

据了解，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
任，多措并举推进垦地融合，因地制宜
地发展多元扶贫产业，并借助冬交会
平台展销优质扶贫产品，总结市场需
求。下一步该公司还将把相关经验运
用到扶贫产业发展中。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

在海南农垦馆，黎锦现场编织吸
引市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高端”胡椒
两天卖出超7000瓶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计思佳）作为
海口十大农业品牌之一，大坡胡椒已是冬交会上
的“常驻选手”。13日，海南日报记者在2019年
冬交会海口馆看到，今年海口展出了采用机器脱
皮脱胶生产的新型胡椒产品。现代化的加工方式
不仅解决了传统加工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更提高
了胡椒油、胡椒碱含量，让产品质优价高，为海南
胡椒走向高端市场奠定了基础。

“120克卖60元，为何你们的胡椒要比超市里
的贵出三成？”对于海南星汇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何建新来说，这样的疑问他两天里听
了不下百次。面对疑惑，他总是现场磨出胡椒粉，
然后打开一瓶普通胡椒对比，市民们一闻便立马
心服口服——前者的胡椒粉香味明显更浓郁。

“传统工艺加工胡椒，需要在水中浸泡，加工
后容易有腥臭味。而我们的胡椒采用机器加工，
最大限度保留胡椒油、胡椒碱成分，香味更浓，营
养价值更高。”何建新说，虽然价格不低，但通过两
天的展示，企业的订单加上现场的零售，已经卖出
了7000多瓶。

据悉，海南胡椒产量占全国总产量95%以
上，是我国最主要的胡椒产地，其中4成更来自大
坡镇。过去，不少农户就是依靠种植胡椒实现了
脱贫致富。但随着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扩大
了胡椒种植面积，造成产能过剩，让大坡椒农们叫
苦不迭。

“过去，海南的胡椒加工多是采用‘静水浸
泡’，不仅污染水源、效率低下，还会带来细菌滋
生，造成胡椒产品的质量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因
此大部分海南胡椒都销往低端市场，国内市场也
倾向于进口国外胡椒。”何建新说，针对海南胡椒
产业的痛点、难点问题，该公司用两年时间研发出
了一套胡椒加工专用机器设备，通过脱枝、表皮快
速熟化、脱皮脱胶、烘干等9道工序，就能得到可
直接销售的白胡椒粒。

海南星汇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星表示，机器加工的胡椒没有异味、气味芳香，杂
质含量降低了50%。且解决了过去的水污染问
题。加工剩余的胡椒枝、胡椒皮还能实现变废为宝。

此外，海南星汇达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还
希望通过深加工探索出一条胡椒产业高附加值的
发展之路。“我们正和科研机构合作，进行胡椒酱、
胡椒巧克力、胡椒香水、胡椒防狼喷雾的研发，同
时也想通过专业的包装、营销，把胡椒打造成具有
海南特色的伴手礼，让大坡胡椒通过另一种方式

‘辛香’全国。”陈星说。

绿色农副产品走俏

五指山高山蔬菜供不应求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邓钰）“20元一

斤的青菜，没想到开馆半个多小时就抢光了！”今
天，在2019年冬交会五指山馆，上演了一场高山
蔬菜“抢购记”。看着优质的高山蔬菜热销，现场
工作人员王凡脸上笑开了花。

20元一斤的蔬菜并不便宜，为何能被消费者
抢购？“好吃、绿色、放心，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
家住秀英区的海口市民高红已经连续两天来到五
指山馆抢购高山蔬菜，今天更是买了5斤。她了
解到，五指山高山蔬菜用山泉水浇灌，施浇有机
肥，所以品质极佳。“口感甜脆鲜嫩，我们一家人都
很喜欢吃，我打算明天再来买一些。”

据了解，五指山高山蔬菜种植基地海拔均在
500米以上，昼夜温差大，早晚云雾缭绕，主要用
山泉水浇灌。种植过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
有机农产品种植要求进行田间管理。近年来，五
指山市利用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优势，大力发
展高山蔬菜产业，并利用冬交会平台进行展销和
推荐，扩宽产品销路。

“近年来，大众消费习惯和观念在改变，不再
一味‘求便宜’，绿色有机高品质的农产品愈发受欢
迎。”该馆高山蔬菜供应商、五指山顺发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天光介绍，借助冬交会，高山
蔬菜热销岛内，还收到了不少外地订单。“参加冬交
会，让我们有信心，只要产品好，不愁没市场！”

五指山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五指山市将
依托热带山区生态资源优势，陆续打造一批生态
绿色农业品牌，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产业链
条，增强营销力量，助推优质农副产品走出深山。

陵水扶贫农产品受热捧
本报海口12月13日讯（记者丁平 特约记

者陈思国）随着2019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12月
13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展馆亮相的26家展商、60
余种特色农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热捧。

在陵水展馆，百香果、圣女果等“网红”扶贫产
品收获了不少青睐。漫游谷（海南）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现场工作人员张国彦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
司联合陵水光坡胜源种养农民合作社、陵水喜鹤
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陵水黎梦休闲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等扶贫企业，带来了黄金百香果、红心火龙
果、茶树菇等13个品类的扶贫产品，覆盖贫困户
600余户。”

而在2019年冬交会首日，漫游谷（海南）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现场与3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意
向产品为火龙果、圣女果、三才地瓜、百香果，意向
订单金额约18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还发现，陵水展馆还首次出现
了活龙虾。今年5月，陵水光坡镇结合当地“常夏
无冬”的气候条件，成功引进澳洲淡水龙虾养殖，
实现淡水龙虾全年持续供应市场，带动光坡镇贫
困户脱贫致富，推动区域经济产业发展。

保亭妇女王丽香携扶贫黎锦走进冬交会：

“开了眼界，涨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