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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真甜！”“这是什么水果？”在
“一带一路”展馆世界热带水果新品种
展示区，有的采购商品尝燕窝果后啧
啧称赞，有的则指着一旁的手指柠檬
好奇地问道。海南盛大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俏忙得不可开交。

王俏介绍，该公司在琼海全力打
造“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总规划面积
3000亩，现已经建成1000亩，将打造
成为海南农业对外合作的重要窗口。
目前企业已经从南美洲、大洋洲等国

家引进水果种苗400多种，并加强与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科研院所、
农业专家进行交流合作。

“目前在海南成功种植的有手指
柠檬、燕窝果、冰激凌果等热带水果新
品种，种植面积达1.5万亩。在国内，
我们面向广东、福建、云南、广西等地
推广，国外则向泰国、越南、缅甸等国
家推广。希望借冬交会平台，让这些
新品种扩大朋友圈。”王俏说。

不仅是热带水果新品种，在现代

种业展区，“耀珑25号”甜瓜、“美玉27
号”玉米等众多海南“种子选手”同样
大放异彩，吸引采购商下单。

“外皮光滑、颜色亮丽、风味十足
是我们这位‘红粉佳人’的三大特色！”
海南天地人农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军
口中的“红粉佳人”是该企业自主培育
的火龙果新品种“临家红韵”。经过3
年国家火龙果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
关，这一新品种已成功申请中国农产
品知识产权。

“新品种火龙果种植2000亩，今
年已经上市，并在冬交会前出现了最
大买家——有知名水果品牌商家投资
2200多万元，订购并参与种植。”赵军
说，自贸港新机遇下，海南将建设全球
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种业
是农业的芯片，我们既要在全球范围
内筛选优势品种，推动海南农业提档
升级，也要加强自身农业品种知识产
权保护，借力自贸港建设机遇走出去，
实现对外农业合作交流。”

海南“种子选手”实力“出圈”

新鲜：
田头到展台 生态增效益

“了解到我们的火龙果是有机种
植的，不少参展嘉宾一下子就买了四
五箱。”当天，在海南农垦馆，上演了一
出有机火龙果“抢购记”。

“新鲜、绿色、放心，这样的水果当
然受欢迎。”参展嘉宾田维说，了解到
这些火龙果刚从田头摘下，经过分拣、
检测便送上冬交会展台后，他也加入
了“抢购”队伍。

“许多海垦农产品还有溯源系统，
可以扫码查看生产情况。”田维认为，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的追求从

“吃饱”转变成“吃好”，对农副产品新
鲜、绿色和生态等需求与日俱增，“企
业必须把握市场需求，推出质优味美
的绿色食品。”

产品越生态，效益越红火。对于这
一点，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吴海江很有

发言权。他说：“海垦茶业旗下茶品以
有机、健康、无污染、无农药残留为卖
点，近年来越发受到市场认可。”

新奇：
农业“黑科技”美“胃”且亮眼

罐装直饮的冰滴咖啡，开袋即煮
即食的椰子鸡火锅，拨开皮就可以品
尝的紫色水果玉米……冬交会上，来
自海南垦区各大企业的大量新产品、
新科技令人目不暇接。

“市场在变，人们的需求和口味也
在变，除了传统的咖啡加工方式，我们
针对年轻用户需求，探索推出冻干、冰
滴咖啡等新产品。”海南农垦大丰咖啡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李
豫介绍，冰滴是一种独特咖啡制作工
艺，因其清新的口感受到消费者欢迎。
由于受到加工工艺限制，冰滴咖啡多为
现调，难以罐装包装，今年以来，该公司
和省外多家企业合作强化技术研发，目
前推出首批罐装冰滴咖啡试水市场。

“我们看重冬交会这个平台，希望以此
次亮相打开知名度，吸纳消费者意见。”

精彩在舌尖绽放，也在眼前呈
现。在海南农垦馆的数字农业体验
区，智慧农业大数据系统以及探测车、
数据采集树等物联网设备展出，引得
参展者驻足围观。

“冬交会不只是农副产品和品牌
展销以及交易的平台，更是前沿农业
科技和先进农业业态交流、分享的舞
台。”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农垦馆专
门设置图片文字介绍区、实物展示和
体验区，展示垦区产业建设中科技创
新的先进经验，展现垦区产业实践中
的科技应用。

新潮：
展会+直播 营销接地气

冬交会作为一个自带“流量”的农
业交流平台，是企业探索市场风向的
绝佳场所。“我们今年还更新了参展产

品。”李豫表示，针对此次展会，海南农
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次性
带来了16款新产品，包括迎合年轻人
市场的国潮风咖啡和针对旅游市场的
伴手礼咖啡。

创新，不仅在产品上，还在参展方
式上。

“宝宝们，金煌芒果个大果甜”“喝
海垦茶叶，品海垦茶文化”……在本届
冬交会海南农垦馆现场，一个特别的
工作间引起了参展嘉宾的注意。工作
间里，专业的主播在手机镜头前，卖力
地推荐各色海南农垦产品。

今年，海南农垦创新参展方式，引
入专业直播机构，邀请粉丝量大的网
红主播，联合海垦各大企业，利用淘
宝、抖音、快手等直播带货平台，分时
段持续性线上推介海南农垦特色产
品，开展冬交会海南农垦首届直播带
货活动，力争通过新潮且接地气的营
销方式，提升冬交会展销成效，进一步
打响海垦品牌。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海垦早春茶冬交会上市

113家经销商
签6000余万元茶叶订单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
陆和）品香茗、观茶艺，海南农垦好茶飘香2020年
冬交会现场。本届冬交会期间，海垦茶业集团携
旗下产品亮相海垦茶业特装馆、农垦馆等7大场
馆，并于12月18日举行2021年早春茶上市仪
式，与113家经销商签订茶叶销售订单，金额合计
6000多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海垦早春茶品质优良广受客
商青睐。今年，为了备战冬交会，海垦茶业集团从
10月初便封园休整，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基地茶园
的冬季管理，进一步提升茶产品品质和产量，保障
了早春茶在冬交会顺利上市。其中，该集团旗下

“金鼎牌”首批早春茶借力展会契机销售一空，首
批单笔订单金额为161万元，刷新纪录。

既要卖产品，更要亮品牌。本届冬交会期间，
海垦茶业集团以“茶”为媒，面向消费者组织了抖
音直播、茶艺表演、微信游戏互动等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品牌推荐活动，进一步借助展会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海垦茶业品牌知名度。

据悉，作为海南省最大的茶叶龙头企业，海垦
茶业集团拥有白沙绿茶、白马骏红、金鼎茶等多个
知名茶叶品牌。

新鲜滋味诱人 新奇体验动人 新潮方式留人

“三新”海垦引客来

503.68亿元！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
意向订购金额创新高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 实习
生王伟君）12月18日，主题为“数字赋能，焕新三
农”的2020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采购及投资合作
项目签约仪式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达
成意向订购金额共503.68亿元，较去年增长7%，
总订购量629.6万吨，较去年增长2%，再次刷新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纪录。

作为2020年冬交会重点活动之一，本次签约
仪式通过提前收集农产品产量等数据录入系统，
邀请全国各地的农产品采购商汇聚一堂，线上对
海南农产品进行下单，并对海南品牌农产品进行
推介。活动旨在助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及优
质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推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活动现场设置了乐东蜜瓜、海口荔枝、临高凤
梨3个单品竞拍环节，在15秒内成交量分别达到25
万吨、3万吨、4.29万吨。在随后的农业投资项目签
约环节中，共集中签约21个农业投资合作项目，涵
盖种植、畜牧、农产品贸易、农产品精深加等多个领
域。合作项目得到国开行、工行、光大银行等一批金
融机构支持，共同助力海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
展。今年以来，全省已签约重点农业项目91个。

下一步，海南将对标国际国内数字农业农村
领域的发展趋势，推进海南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更
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陆志远
及蒙古国驻华使馆参赞巴扎尔参加活动并致辞。

全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发展论坛举行

产销对接促增收
合作交流创品牌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
员陈颖 实习生王伟君）12月18日，2020全国供
销合作社合作发展论坛暨中国供销集团杯“金扁
担”“红背篓”双奖典礼在海口举行。来自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和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300多名代表出席论坛。

活动中，海南省与全国各地农产品企业、电商
平台作产品推介。与会专家就加快“三位一体”综
合合作与供销合作社改革、乡村振兴战略中供销
合作社的定位与作用等内容发表演讲，并结合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政策作出解读。

据悉，近两年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独特作用，赋予供销合作社消
费扶贫和农产品产销对接、滞销农产品公益性销
售等新职能新职责。全省各级供销合作社聚焦扶
贫产品产销主线，通过消费扶贫活动实现销售额
7.35亿元，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港奠定了较好基础。

吉林积极借助冬交会
展销农产品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苏庆明）本届
冬交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系统积极设展参展，并
与海南省供销社及有关市县深入合作开展农产品
推介。

吉林供销社系统共设立展位21个，参展社有
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21家，展销人参、鹿茸、山
珍、特产、菌类、饮品、大米、杂粮、杂豆等特色农产
品。同时，吉林各参展企业积极参加大会组织的
论坛、推介等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商务洽谈、项目
对接、参观考察等系列商务活动。

据介绍，吉林省供销社积极推动与海南省供
销社深化合作，立足各自农副土特产品差异化优
势、地域性优势和供销社农产品网络优势、经营优
势，进一步协调、组织和推动开展农产品贸易，促
进两地特色农产品相向流通，搭建市场对接平台。

12月 18日上午，2020年冬交会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当天，冬交会仅
开放专业客商入馆，专门给客商寻找商
机、洽谈合作、采购签约留出“黄金时
间”。展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大图：12月18日，在冬交会三亚馆，
丰富、优质的展销产品，吸引了不少宾客
驻足参观。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小图：12月18日，在冬交会全国名
优农产品馆，几位参展商在洽谈业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实习生 王伟君

12月18日，2020年冬交
会开展首日，是专门为专业采
购商留出一天的“黄金时间”。

“一带一路”馆跨境电商
展区内，第一次参加冬交会的
参展商厦门乐沙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文则做的第
一件事是：溜达。他可不是随
意溜达，而是着重“三看”：看
展馆人气、看参展商精气神、
看产品上新。

“冬交会是国内一流的专
业农业展会，今年虽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但是我们可以
看到展会人气旺、品类丰富，
尤其是参展商热情高、精气神
佳。尤其是海南正在大力建
设自由贸易港，更多的红利政
策会释放，更多的新机遇将开
启。”文则和海南日报记者分
享了他的感受。

管中窥豹。越来越多的
参展商认为，建设海南自贸港
新机遇下，冬交会开启对外合
作新通道。今年的冬交会吸
引了参展商超过5000人，除
了国内21个省份的近2000
家企业，还有近30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100家企业参展。

吸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参展商超5000人，开启对外开放合作新通道

活力冬交 机遇汇聚

在自贸港建设新机遇下，王俏
坦言，目前，基地在水果新品种保护
申请上遇到两大难题，一是果树生
长周期长，相关部门认定为“新品
种”所需时间长，一般需要 5年至 8
年时间；二是认定为“新品种”需要
该品种形成规模化种植，这是很大
的障碍。

让王俏高兴的是，目前，省农业农
村厅已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致力于协
调农业农村部针对海南一些重点农业
企业、重点农业项目开通“绿色通道”，
同时，还邀请相关科技人员提供技术
支持，扩大新品种种植规模。

“这样既有利于保护海南种业产
业发展，同时，认定品种权后也可以作

为金融抵押物，对种业企业融资有积
极作用。希望在自贸港机遇下，海南
大胆闯大胆试，真正让制度集成创新
的种子在每一个企业身上开花结果。”
王俏说。

弗朗克说：“海南气候宜人、适合
慢生活，未来自贸港将更加开放包容，
我正在考虑是否在海南定居，非常期

待海南有新的发展！”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此次冬交

会展出虎龙杂交斑、东星斑等石斑鱼
类“明星”产品，该公司副总经理黄春
仁表示，海南正在抓紧建设南繁硅谷，
希望未来南繁水产也能越“游”越远，
加强对外合作。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敢闯敢试将推动对外合作

全球客商共享自贸港机遇

“今天来的都是要下单的，我们
的好种苗不愁卖！”海南富友种苗有
限公司销售经理林高东信心满满地
说道。

实力“出圈”的不仅是新品种、新
种苗。近年来，我省借力冬交会等知
名会展平台，不断扩大农业对外合作。

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19年我
省新设农业外资企业12家，实际利用
外资301万美元；农产品出口额36.77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9.8%，进口额
30.09亿人民币（进口以水果及坚果为

主），增长107.3%。境外农业企业的
新增投资额48.93亿美元，资产总额
4.73亿美元。2020年至今，我省新设
农业外资企业4家。

对外合作不止于此。冬交会这个
23年的会展“老品牌”，正吸引越来越
多的国际国内客商在会上寻机。

这边，加纳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伯纳德正拍打着非洲鼓，伴
着动感的节奏吆喝；那头，伊朗参展商
阿莫德和采购商聊得热火朝天，卖力
推介手工毛毯……

“你看，我抖音号有10万粉丝，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冬交会，我要和粉丝
们一起分享这一刻！”在国际馆，来自
尼泊尔的参展商弗朗克正打开抖音，
准备通过直播为他的手工羊毛衫“带
货”。

他用流利的普通话说，近年来随
着“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合作，他从一
个当地的小商贩，在中国广大的市场
共享共赢。“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易
港，未来会成为更开放的省份，我希望
能在这里找到更大的商机！”

“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跨境电
商受到一定影响，但随着国内‘内循
环’不断畅通，经济总体发展趋势向
好。”文则表示，厦门乐沙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作为天猫、拼多多等国内
大型电商的服务商，希望通过冬交
会结识更多国内外客商，既能帮助
海南好货、中国好货走出去，也能把
国外的好产品带进来。“我们也可以
帮助本土传统农业企业孵化电商平
台，借助海南自贸港红利，实现‘数
字出海’！”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白沙绿茶滋味清新、昌农
胡椒椒香独特、海垦南繁的水
果玉米滋味新奇……12月18
日，在2020年中国（海南）国
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
下简称冬交会）开幕首日，海
南农垦馆人气十足，海南农垦
的各色产品“登台亮相”，吸引
诸多客商蜂拥而至。

作为我省农业龙头企
业，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组织旗下 20家
企业参与冬交会，推出一批
新奇特优农副产品，以新鲜
滋味诱人，新奇体验动人，新
潮方式留人。

冬交会“购”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