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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招商洽谈会举行

签约总金额74.11亿元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李艳
玫 傅人意）12月15日，2021年共享农
庄大会招商洽谈会在三亚市大茅奇幻
世界共享农庄举行，与会嘉宾齐聚一
堂，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同展望美好
未来。

项目推介后，与会企业家、投资商
和项目负责人进行深入对接。现场设

置了30分钟的自由交流洽谈环节，还
发放调查问卷，参会嘉宾可以就此次
共享农庄大会的体验进行回答，并对
接后续考察需求。

此次大会共计签约33个项目，总
金额74.11亿元。其中，企业对企业签
约8个项目，金额16.82亿元；政府对企
业签约25个项目，金额57.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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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傅人
意 李艳玫）12月15日，2021共享农庄
大会在三亚市举行并发布《“共建共享共
富”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倡议
书》倡议，全省共享农庄传递“共建·共
享·共富”的理念，引领“回归田园、追忆
乡愁”的潮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踊跃
投身到“共享农庄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中
来，努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和奉献
者，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者。

《倡议书》提出，让大家行动起来，坚
持农地农用。突出农业特色，挖掘农业多
元属性，拓宽非农功能，实现农旅文“三位
一体”、农村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同步”。

坚持规划管控。服从海南省各级政
府制定的村庄规划，逢建必报，坚决不以
农庄建设为名违法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

私人庄园会所。
坚持绿色理念。引领“回归田园、追

忆乡愁”的潮流，保持农村田园风光，留住
乡愁，保护好青山绿水，实现生态可持续。

坚持共同富裕。传递“共建·共享·共
富”的理念，着力构建企业、合作社和农民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参与建设经营农
庄，获得地租、劳务、入股分红、品牌溢价
等多种收入。

坚持彰显文化。精心创意设计，提
升品位格调，多种形式挖掘利用展示海
南村落文化、特色民居、红色文化、黎苗
文化、农耕文化等，体现海南地域风情
人文之美，打造“当代精品、后世文物”。

坚持维护品牌。坚持树立及维护共
享农庄品牌形象，提高共享农庄建设水
平。加强宣传培训，推动正确理解、掌握共
享农庄理念和相关政策。

2021共享农庄大会发布“共建共享共富”倡议书

投身共享农庄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李艳
玫 傅人意 金昌波）12月 15日，2021
共享农庄大会在三亚举行。与会嘉宾
围绕“如何高质量推动海南共享农庄发
展”展开主旨演讲，并举行3场分别以

“共享农庄与共同富裕”“共享农庄的发
展路径”“构建回归田园的生活方式”为
主题的高峰对话，共同探讨共享农庄发
展的机遇、挑战及可能的路径。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
生在贺信中写道：“海南从自己独特的
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在
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走出了一
条‘共享农庄’的改革和发展新路径，几
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共享农庄’的建
设给全省各地农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其诸多成效已粲然可见，
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个创举。”

冬日暖阳下，在这片绿意盎然的田
野“会议室”，行业精英、专家学者汇聚
一堂，为高质量推动海南共享农庄发展
建言献策。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中国
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理事长余欣荣在
主旨演讲中提出，要依托农业绿色变
革，从发展理念变革、生产方式变革、产
业结构变革、制度体系变革等四方面促
进共享农庄健康发展，实现乡村生产、
生活、生态“三生”同步，引领农业农村
高质量发展。

如何打造生态化和数字化结合的
共享农庄？国内知名三农学者、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提出，要打造虚
拟场景与现实场景结合的数字化体
系，利用IT技术和元宇宙概念推进共
享农庄的数字化改造，用“AR+5G”等
技术与目标群体的“场景描述”对接，
将共享农庄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式”
的场景空间，并利用元宇宙开发，增强
多场域的虚拟空间与现实多业态参与
者的空间互动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魏后凯在演讲中谈到，应坚持“以
共享促共富”，通过多形式、多领域的共
享农庄建设，打造“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发展共同体，促进农民农村共同
富裕。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
长俞孔坚提出了海南国际旅居目的地
的憧憬与策略，便是“两山”理论实践与
共享农庄建设，通过完善生态系统服
务、基础设施、平衡遗产保护与利用等
策略达到诗意栖居、文化家园、共享社
区的概念。

当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分行
行长陈亮雏，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武汉市工商联主席阎志等先后进行
了主旨演讲，对海南“共享农庄”实践、
乡村振兴发展深度剖析、精准把脉。

关注2021年冬交会

2021共享农庄大会举行多场主旨演讲和高峰对话

共商乡村发展新路径

全国供销合作社精品馆将亮相冬交会

将举办“一展两会”活动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

员陈颖）为期四天的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
农产品交易会（简称海南冬交会）将于12月16日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供销合作社精品
馆目前已准备就绪迎接客商。

作为海南冬交会主办单位之一，今年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海南供销合作社将举办“一展
两会”活动。“一展”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在四
天的会展期间，集中举办“脱贫地区优质特色农产
品供销合作社展示活动”，重点展示推介一大批来
自脱贫地区口碑好、帮扶能力强的优质特色农产
品，拓宽脱贫地区产销对接渠道，助力脱贫地区农
民持续稳定增收。

“两会”是指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组织海
南、河北、湖南、甘肃、湖南等多个省级供销合作
社，将于12月16日上午冬交会开幕式后，举办

“供销合作社深化综合改革座谈会”，共同商讨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如何加强全国供销合作
社系统合作、持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不断
提高全系统为农服务能力。16日下午，海南省供
销合作联社还将举办“21个驻省外农产品流通办
事处考核表彰会”。

24年来，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举全社之力，
积极协办每一届海南冬交会，“十三五”期间共组
织全国各省区市供销合作社系统1500多家企业
参会参展，参展客商3000多名，展品累计近万种。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冬交会，希望借助这个
著名的平台，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开拓更多市场。”
12月15日上午，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1年冬
交会参展商云南久耘茶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方谭
正在铺设展位，带来公司旗下系列普洱茶产品。

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
易会于12月16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持
续至19日。本届展会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设立现代种
业与数字农业馆、品牌农产品馆、乡村振兴馆、国
际农产品馆、全国供销社精品馆、美食街、烹饪大
赛街区、海口品牌街区等，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

海南日报记者12月15日走访会场发现，工作
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展位铺设工作，五颜六色的展
板、琳琅满目的展品渐次摆放，汇聚不同地域、不同
品牌，让冬交会成了全国农产品“大观园”。会场还
搭建了网红直播间，方便观众网上逛展。

三亚芒果、白沙绿茶、五指山红茶……我省各
市县都在会场设立了自己的展馆，带来各家拳头产
品。省农科院、海南大学、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单
位也纷纷前来展示农业科研实力、创新成果，海垦、
龙泉、天地人等品牌企业则一如既往积极参展。

新品牌努力争取在展会上崭露头角。“这是我
们用传统古法工艺生产的糟粕醋，希望通过冬交
会让更多人了解、采购我们的产品。”在文昌展馆，
海南美一实业有限公司带来了新上市的瓶装糟粕
醋产品，公司负责人李正修对拓宽产品销路寄予
期望。

据了解，本届冬交会汇聚多家世界500强企
业、农业龙头企业、各省百强企业，国内逾20个省
份企业报名参展，国际品牌有近15个国家和地区
超50家国内代理商报名参展。展品涉及瓜果蔬
菜、粮油、水产、畜牧、红酒、茶叶、咖啡、农副产品、
农资农技农机、跨境电商、休闲农业等。

冬交会期间还将组织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重点活动，包括自贸港与热带农业峰
会、返乡创业青年论坛、农商互联网上对接会、海
南农产品网上采购及投资项目签约仪式、专业买
卖家洽谈会、“舌尖上的海南”美食大集市等。

2021年冬交会由农业农村部、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海南省政
府共同主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海口市人民政府
承办。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关注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

2021年冬交会今天开幕

缤纷产品亮相农业盛宴

如果说共享农庄是“有情怀”的农
庄主运营的项目，那么，让项目“活起
来”离不开社会资本的助力。

12月15日下午，2021年共享农
庄大会招商洽谈会同步举行，母山咖
啡共享农庄、屯昌梦幻香山共享农庄、
儋州嘉禾共享农庄等共享农庄的负责
人纷纷上台为自己的农庄“代言”，希
望寻求更多有温度的“牵手”。

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负责人
王见君这次找到了合作伙伴——海南
珠穆朗玛装配式模块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该公司将投资200万元为农庄建
设5栋装配式建筑，缓解农庄用地紧
张和民宿不足的难题。

“我们的五里路有机茶叶已经成
为品牌农产品，作为共享农庄，目前我

们正在加速三产融合。自贸港建设下
共享农庄迎来新机遇，通过大会提供
的合作平台，我们希望未来能在民宿
开发、房车旅游、研学等方向有新突
破！”王见君说。

海南省归海行人旅游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此次与澄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
也有了新合作。“该公司初期计划和我
们签订3000万元的露营旅游合作，并
给我们农庄提供文创设计、文旅融合
新思路、新产品，让共享农庄‘活起
来’。”澄迈蜜柚共享农庄负责人黄晓
玲介绍。

共享农庄让乡愁可感可知，让田
园梦想成为现实，海南农村的美丽故
事正在续写。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

思想的高度决定出路。在大茅共
享农庄一片绿意盎然的“田野”会议室
里，以“共享农庄与共同富裕”“共享农
庄的发展路径”“构建回归田园的生活
方式”为主题的3场高峰对话正在上
演，为推动海南共享农庄的发展提供

“金点子”。
“上个月，我到儋州考察了一个共

享农庄，那里原来是贫困村，通过引进
一家民营企业利用村庄建设用地发展
旅游业，使每户新增了四笔收入，户均
年收入可达10万元以上，全村人稳定
跨入中等收入行列。”中国城镇化促进
会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

副主任郑新立在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共享农庄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源，把资
源变成资本，为大量社会资金找到具有
稳定回报的投资出路，通过乡村振兴，
激发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新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魏后凯介绍，近年来，海
南、北京、江西、湖北等地积极探索共
享农庄模式，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也存在周边设施落后、用地比较困
难、用工成本较高、乡村人才缺乏等问
题。他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开
展全国试点示范工作、实现多元化建
设模式等解决对策。

12月15日，三亚大茅共享农庄，
户外气温25度。“我在大茅共享农庄
体验到一个‘把乡愁变成诗和远方’的
海南！”专程从武汉飞来海口参会的卓
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工商
联主席阎志，除了体感舒适，还感受到
海南共享农庄建设的热度。

阎志道出了许多与会嘉宾的心
声。两天的考察和参会，三亚大茅共享
农庄让人感觉到“颜值”与“价值”并存，
正日渐成为海南农村的“爆款产品”。

颜值高，且看白天的农庄，花红草
绿、移步皆景，还可收获采摘草莓、骑
行网红绿道的“乡愁体验”；夜晚的农
庄，伴着吉他柔和的声音、和着细碎的
虫鸣声，在舒适的房车里熟睡……

价值高，三亚大茅共享农庄由大
茅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和远洋集团全资

子公司三亚奥林匹克投资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的村企合资公司投资建设，采
用“公司+农户+合作社”模式，盘活农
户闲置土地，为大茅村民提供了200
多个工作岗位，村民人均年收入快速
上涨，从 2017 年的 8620 元增长到
2020年的2.15万元。

三亚大茅共享农庄的探索，正是
我省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共享农庄高
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
要路径的缩影。

纵观全省，目前，海南共创建共享
农庄试点200家，其中正式认定共享
农庄20家。初步统计，投入经营的共
享农庄已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营
业总收入8.5亿多元，推动了农民、农
村、企业共同发展。

蓝 天 白 云
下，来自全国的“三
农”有识之士掀起一场
“如何推动海南共享农庄发
展”的思想交锋；果园乡野里，与
会者惬意交流，共“烹”一席共享农庄
投资盛宴；星光点点下，大家席地而坐，尽情享受一场草地音乐会……

12月14日至15日，以“共建·共享·共富”为主题，一场具有热度、
高度、温度的共享农庄盛宴——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在三亚大茅共享
农庄的草地上火热上演。

热度 共享农庄正成为海南农村的“爆品”

高度 汇聚有识之士“论道”的思想盛宴

温度 引入社会资本让共享农庄“活起来”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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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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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李
艳
玫

三亚大茅共享农庄。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2月14日至15日，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在三亚大茅共享农庄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2021年美丽乡村
博鳌国际峰会开幕

本报博鳌12月 15日电 （记者袁宇）12月
15日，2021美丽乡村博鳌国际峰会暨中国乡村
智慧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
议中心开幕。来自全国“三农”领域的专家学
者、政府代表及业界代表等汇聚博鳌，为乡村智
慧康养产业献计献策。本届峰会以“乡村振兴，
美丽共享”主题，通过系列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整体议程持续4天。

这届峰会也是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简称“冬交会”）重点活动之一，以跨界
合作、国际交往、产融对接的方式，着力搭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共创共享共赢的招商引资推介平
台，推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
发展，传递好本轮美丽乡村建设的“接力棒”。

峰会期间还将发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先锋
人物”和“优秀示范单位”以及“全国百佳旅游目的
地”、峰会博览会“推荐名品”等榜单。

与会嘉宾还将走进博鳌镇留客村举办琼海
市共享农庄项目推介活动暨康养农庄主题交流
会，一起走进琼海市会山镇加脑村，感受新时代
新海南乡村振兴新变化新面貌，同时邀请文艺演
员、网红主播为峰会第五届博览会参展的全国农
文旅特色品牌举办“美丽乡村我代言”大型公益
助农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