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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丰富农产品引市民驻足购买

7个项目签订金额达5亿元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刘梦晓）山柚油、

莲雾、胡椒、火龙果、嘉积鸭、温泉鹅、鱼胶等特色产
品一一陈列，参展商还不时为观展嘉宾提供试吃体
验服务，2020冬交会进入第四天，琼海展馆凭借各类
特色农产品吸引了广大市民和观展嘉宾驻足，销量
喜人。

作为对外展示琼海名优特色农产品的窗口，本
次冬交会的琼海展馆为该市参展商搭建了一个促销
的良好平台。商家们表示，一笔笔订单和实实在在
的销售额，让他们对后疫情时代的发展充满信心。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剑山介绍，在本届
冬交会首个面向公众的开放日，琼海馆当天的客流
量非常大，现场销售异常火爆。截至当天中午，现场
销售额已经将近3万元，意向订单将近17万元。接
下来琼海市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做好服务，吸引客流，
促进扶贫农产品的销售。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本届冬交会期间，琼海
展馆还举办了农业招商项目和农产品购销订单现场
签约活动，包含生态化生猪养殖场、罗牛山琼海种猪
场、琼海种猪二场、稻渔种养、蔬菜产业技术合作、黄
皮果蔗种植合作、灯笼辣椒酱、萝卜干加工和椰子浆
加工等项目，其中订单总金额达5.05亿元。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傅人意 苏庆
明 通讯员陈颖 林声澎）“本届冬交会上，海供红
茶、绿茶两大品类销售情况都很好，这将直接带动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朝阳村102户茶农增收。”
12月21日，在2020冬交会海南省消费扶贫展示
区，海南省供销社茶叶公司总经理徐贝说道。

“供销社和我们签订了收购协议，以每斤高出
市场价20%的价格保底收购茶青，每销售1斤茶叶
还给我们5元的利润分成，确保入社茶农和贫困户
持续稳定增收。”在朝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符文华看
来，2018年10月我省启动消费扶贫活动前，村里种
的东西没销路，大家都准备改种别的农作物，是供销
社的帮扶让产业有了新发展。

徐贝说，启动消费扶贫活动后，白沙海供茶
叶专业合作社成立，采取“茶叶公司+镇供销社+
茶农”模式动员茶农入社，运用消费扶贫渠道密切
联结茶农，带领贫困茶农参加扶贫集市活动。同
时，供销社还免费提供现代科学种植技术支持，聘
请专家深入茶园指导，带着入社茶农把110亩几
乎荒废的茶园“变废为宝”，茶园管理水平、茶农种
植技术和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实现亩产茶青
2500斤。

白沙海供茶叶专业合作社种植的茶叶产品于
今年11月被认定为扶贫产品，并在2020消费扶
贫·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会上亮相。近期，
牙叉镇奋勇村和周边细水乡多户茶农打算加入供
销社一起发展，充分运用消费扶贫渠道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冬交会海南消费扶贫展区茶叶销售俏

省供销社
消费扶贫助农增收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这是我们最新培育出的大米品
种，又香又糯，能满足您挑剔的口感
要求，欢迎选购！”12月21日，在冬交
会海垦展馆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展位，该公司销售一部部长
张晨杰满怀自信地向顾客介绍。

本届冬交会，该公司一口气带来
了“南繁精象牙”“南繁海南鲜”“南繁
苏米”3个大米新品种，具有丰产、抗
病性强、口感好等特点，很受欢迎。

“有的品种8月一上市，5万斤在12天
内就被抢购一空。”张晨杰说。

张晨杰介绍，这3个新品种都是
近四个月内陆续上市的。如其名字
所示，“它们都是在琼南繁育种单位
基于岛外水稻品种，在海南改良培育
的品种，通过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合
作，把科研成果转化成商品，向市场
推广。”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全球动植
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强化
种业创新能力。2020年冬交会，一批
农业新品种涌现，令人耳目一新。

在三亚展馆，三力源公司的主打
产品甜瓜，每个40元的售价虽比一般
品种高出10元，但依然受到客商青
睐，赢得沈阳、哈尔滨等地客商的订
单。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这种从日本引进到本地培育的

优质品种，已获得国家地理标识认
证，并在本次冬交会上获评2020海
南十大最受欢迎绿色食品。

航天育种农产品也在本次冬交
会上绽放光彩。在文昌展馆航天育
种展位，太空蛇瓜、太空砍瓜、航瓜绿
龙等一批“奇形怪状”的“新物种”吸
引了许多人围观。海南航天工程育
种研发中心生产部经理符传贤介绍，
这些由该中心进行多年航天育种的
产品，在抗病性、产量等方面均有提
升，目前多数产品还在试验阶段，但
已有如航椒这样的产品已经可以推
向市场。

“海陆空”齐发力，作为海洋大
省，海南的种业创新，渔业产品自然
不会缺席。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在本届冬交会上展出了虎龙杂交斑、
东星斑等石斑鱼类“明星”产品，都是
经由科研院所与该公司共同研发培
育，经由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水产新
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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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新品种，向创新要市场，已经
成为越来越多海南农业企业的共识。

“你看，客户不停地在微信里给我下
单。”在海南禹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
位，公司负责人杨海荣掏出手机向海
南日报记者展示。本届冬交会，该公

司首次带来了既“旧”又“新”的沉香叶
茶。说其“旧”，是因为沉香叶茶自古
有之；说其“新”，是因为该公司跟海南
茶业知名企业椰仙公司联合研发，利
用乌龙茶工艺制作出香味更浓、苦涩
味更少的产品，打破传统工艺制作的
沉香叶茶口感苦涩、难为大众接受、市
面少见的藩篱，开拓新的市场。

富硒产品，一定要在富硒土壤环
境中培养吗？在海南滴纯富硒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展位，其所带来的产
品刷新了人们的认知。莲雾、芒果、
黑山羊、文昌鸡等在普通土壤环境中
培育的瓜果蔬菜、畜禽品种，照样能
成为富硒产品，得到专业机构的认
证。该公司总经理封江波介绍，其原
因在于运用了特定营养液和肥料，对
瓜果、畜禽进行喷洒或喂养，不仅能
使其富硒，还能减少重金属及农药兽
药残留，使产品更为绿色，并可解除
富硒产品生产对地域环境的依赖。

综观2020年冬交会，各种“新物
种”琳琅满目，令人感受到海南种业、
农业科技创新的成效。未来，随着海
南进一步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尤
其是推进南繁育种基地、国家热带农
业科学中心、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
进中转基地等建设，推进科研在产品
创新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海南的农业
必然更“有种”。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冬交会上，海南企业单位纷纷推出“新物种”开拓市场

创新让海南农业更“有种”

■ 本报记者 昂颖

12月21日，冬交会开馆第四天，
走进琼台贸易馆，这里依然十分热
闹。琳琅满目的传统农产品及新推
出的农产品，吸引着众多商家、市民、
游客前来“淘货”。

在展馆入口处的展位上，人们排
着队，等待品尝水果笋。“这种竹笋能
生吃！口感脆甜堪比莲藕，生吃当水
果，焖烧炒菜更加美味！”海南叶永承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台商
叶秉华一边为大家盛出一碗碗香喷
喷的虱目鱼丸炖水果笋，一边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他的父亲叶承定
1995年来到海南，经过调研发现，海
南的气候、土壤和水质非常适宜种植
瓜果，于是便投资了瓜果产业，“经过
20多年的打拼，种植基地现已拓展
到5000余亩。”

“海南绿色热带果蔬深受消费者
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为此，我
与其他6位农业领域的‘台商二代’一
起创立了海南台商农渔产品供应链
电商平台，进一步打通在琼台湾农业
企业的产品销售渠道。今后，海南消
费者可以买到质量更好的有机果

蔬。”叶秉华说。
“我们要传承好父辈们在海南创

业时奋力拼搏的精神，借助海南自贸
港的利好政策，不仅要把他们在海南
创立的传统品牌做大做强，还要打造
出更多的农业精品。”叶秉华的合作
伙伴、海南金德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黄溶浩表示。

在琼台贸易馆的中心展区，一
颗颗株型丰满、叶色葱绿的山苏菜
让人们十分好奇。“山苏菜富含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具
有利尿和预防高血压等功能。生长
旺盛的成株每株每年可采 1 斤左
右，连续采收50年都不成问题。”台
农陈劲穆向围观者介绍着自家种植
的山苏菜。陈劲穆在台湾时便是山
苏菜种植能手，2018 年，他第一个
将台湾山苏菜品种引种到海南，并
在定安县黄竹镇建起有机山苏菜生
产基地。如今，他种植的山苏菜深
受高级酒店青睐，时常供不应求。

“目前，我们采用‘公司＋基地＋
农户’模式吸纳更多菜农参与种植，
并向菜农提供种苗和技术，实现基地
增效与农户增收双赢。”陈劲穆表示，
希望通过冬交会，让更多人认识、了
解山苏菜，让它成为百姓餐桌上的

“常客”。
台湾玉茶楼茶叶有限公司今年

首次参加冬交会，该公司产自台湾南
投县的茶叶产品吸引了不少参展者
的目光。“这些天现场订货量很大，公
司工作人员异常忙碌。”公司负责人、
台商王士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04
年，他们进入大陆开拓市场。10多年
来，已开出10多家连锁店，有了百余
家经销商，产品出口到日本、马来西
亚、美国、加拿大等地。

“海南农旅产业有很大发展空
间，目前我正在与多家海南本土企业
洽谈合作，计划将在海南待上一个
月。”王士仁表示，近年来，他从不少
台商朋友那里了解到，海南给予台资
企业很大的政策支持与优惠措施。
下一步，他打算将公司直营店设在海
南，乘着自贸港的“东风”，实现公司
茶产业的优化升级。

据了解，今年冬交会开设的琼台
贸易馆占地面积近8000平方米，设
257个展位，供107家台企和150家
琼台合作企业的近千种产品参展，充
分展示台湾、海南两岛知名农业产品
及琼台农业合作成果。目前，现场交
易情况良好。

海南省台资企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海南省为琼台农业合作做了
很多工作，对台湾农业的推广非常用
心，在冬交会上帮助推广台湾的农副
产品，让台商们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
浓浓深情。未来，双方将继续加强合
作，推动合作向更深领域拓展。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台湾展商在冬交会推广特色产品

借平台觅商机 寻合作促发展

海口琼山区发布精品网货标准

降电商门槛
拓产品销路

本报讯（记者习霁鸿 特约记者许晶亮）日
前，在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
易会上，海口市琼山区与阿里电商平台共同发布
了琼山精品网货标准，并展示最新的精品网货标
准农产品，此举旨在提升相关精品网货的知名度，
降低琼山区平台电商和网红直播的门槛，开拓网
络销路。

近两年，琼山区不断在农产品上行、数字乡村
建设以及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方面积极探
索，挖掘出“海口火山·琼山福稻”与“海口火山·琼
山凤梨”等优质商品。

琼山凤梨酸甜多汁，富含维生素C，果肉质感
细腻，同时以极高的性价比深受消费者喜爱。据
了解，目前琼山凤梨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量
4.3万吨，且一年四季均可采摘。而琼山福稻作为
海南的籼稻品种之一，在纯天然自然环境里原生
态生长，颗粒分明。

今年6月，琼山区携手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打
造“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着重推进建设本地化的
电商运营服务体系，做好当地的电商产业发展规
划，建设农业农村和产业决策支持应用，提供电商
运营服务，帮助当地的农产品从产品变成商品，再
从商品打造成品牌，以增量带动存量，撬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此外，双方还共同携手建设电商新型人才培
训体系，不断扩大网红直播培训招商范围。通过
培养直播带货达人，积极探索直播等新兴营销手
段，拓展农产品营销渠道，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目前，琼山区也在重点建设数字科学决策数
据体系。琼山区农业农村数字平台及大屏已经完
成中期效果初验，预计年底上线使用。同时，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也正在建设中，届时将为中小电商
企业提供驻点服务。

海南青农品牌馆举办品牌形象发布会

36家品牌商
签订战略合作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昂颖）12月21日
下午，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
会海南青农品牌馆举办了2020青农品牌形象发布
会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发布会现场，20家青农品牌商现场推介产品，36
家品牌商与相关农产品产业圈的创业团队以及物流
冷链、品牌包装、销售平台、农业技术等公司达成合
作意向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涉及临高哩哩渔娘、琼
海大路荔枝、海口美福芽菜、澄迈椰锦香什锦酱、文
昌椰小娟椰子油、昌江海尾港湾辣椒酱等29个品牌
的40多种产品。

开馆4天来，海南青农品牌馆共签订订单合作金
额703万元，意向订单金额955万元，线上销售金额
3.7万元、线下销售金额3.6万元。

据介绍，海南青农品牌馆由共青团海南省委主
办，以“青春勇担当 建功自贸港”为主题，充分发挥
海南返乡创业青年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脱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战略热潮的创业精神，展示
优质的特色农产品，着力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进
一步打响海南青年农产品品牌。

12月21日，在冬交会澄迈馆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展台，逛展市民络绎不绝。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在冬交会现代种业展示区，海南农垦科学
院工作人员向逛展市民介绍巧克力布丁果、手
指柠檬、巴西樱桃等水果“新物种”种苗。

虽然天气寒冷，但市民游客参与冬交会的热
情高涨，不少市民游客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