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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馆：

南繁科研成果崭露头角
本报三亚12月18日电（记者李艳玫）12月

16日至19日，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在海口举行。三
亚43家单位携手60余个优质品牌集中亮相，展
示三亚热带高效农业和乡村振兴的优质成果。

三亚馆位于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馆，以
椭圆形“纽带”串联起43家优质市场主体，绿色为
主基调，突显三亚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理念。步入
三亚馆，芒果、甜瓜、燕窝果等热带水果十分吸
睛，环绕在展馆中间的三亚芒果、三亚甜瓜、三亚
莲雾三个区域公共品牌，吸引不少客商驻足。

特色农产品备受青睐的同时，新品牌也崭露
头角。来自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南繁科研成果，
吸引不少人前来围观。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
院把沙盘搬进了展馆，现场就能观察到水培蔬菜、
芽苗菜、嫁接苗等农业技术。今年三亚展馆，还多
了一份兰花的芬芳。作为三亚花卉产业的“头牌”，
兰花刚一亮相便获得一批“粉丝”。第一次参加冬
交会的三亚市林科院带来了十几个品种的兰花，希
望借助冬交会的平台，将兰花产业做大做强。

海南出口转内销优质水产品亮相冬交会

海南鲷受捧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罗霞）12月18

日，以蓝色为主色调的冬交会“海南鲷”展馆人气
颇佳，海南鲷等一批出口转内销优质水产品集体
亮相，受到不少观展者的关注。

冬交会上，省商务厅组织省内出口转内销优
质水产企业，以“海南自贸港出口转内销优质水产
品推广”为主题参会，通过统一形象展台，集中展
示海南鲷、金鲳鱼、虾、石斑鱼、马鲛鱼等与出口产
品同线同质同标的海南优质水产品。

展会期间，该展馆每日举办一场海南水产行
业特色主题推广推介会，包括海南自贸港出口转
内销优质水产品品牌推介会暨“海南鲷”全鱼宴品
鉴等。现场穿插试吃体验、大厨厨艺展示、菜肴美
食交流、美食达人DIY制作、企业产品介绍等互
动活动，同时邀请来自江苏、广东、湖南、海南等地
的近70位专业采购商和行业专家进行指导品
鉴。展会买家现场对接水产企业进行洽谈沟通，
并进行意向签约，展示推介成果。

冬交会首届农商互联云上对接会举行

逾20个国家涉农企业
“云上”做买卖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近日，2021年冬交会
首届农商互联云上对接会成功举行，依托云上洽
谈、线上对接等新模式有效地缓解疫情对农业商
贸冲击的影响，推动国内外农业贸易合作再上新
台阶。会上，来自意大利、瑞典、印度、英国、新加
坡、日本、韩国、泰国等超20个国家的涉农企业纷
纷参与，多个直播间同时在线，众多海南特色高效
农产品集中亮相。

特殊形势下，近三十批中外企业齐聚云端，通
过云上推介、供需对接、线上洽谈，真正实现了云
上做生意、签订单。

此次农商互联云上对接会覆盖瓜果蔬菜、粮
油、水产畜牧、红酒等相关产品，一大批跨省企业
进行了热烈的一对一云上洽谈。来自山东等20
多个省（市、区）的41家客商借助云上对接会平台
进行了多轮跨省的云端对话，现场展商向省外客
商积极推介特色产品并邀请省外企业充分利用好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利好政策，共同开拓海南市场。

经过洽谈，有8组企业约定进行下一步商务
谈判；有超过15组企业约定发送产品介绍、报价
单等材料，探讨开展业务，对接会取得了积极成
效。冬交会组委会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跟踪落实
对接会的阶段性成果，进一步提供全方位、专业的
服务，助力供需双方订单达成。

全国供销社精品馆:

燕窝等产品卖得俏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

员陈颖）海南日报记者12月18日从2021年冬交
会“全国供销社精品馆”了解到，该展区燕窝、大枣
等产品卖得俏，现场销售260万元，订单成交额
1.05亿元。

盏尚明珠展位负责人李明珠告诉记者，他们
引进燕窝、茶叶、高粱酒及各类特色小吃，由于这
些产品包装精致，味道可口，海口市民纷纷采购，

“我们主动参与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帮扶点和乡
村振兴队工作，还积极参加消费助农大集市活动，
除了带动农民发展产业，还拿出一部分利润补贴
困难学生。”

在安徽省供销社展区，来自安徽省合肥市长
丰县的参展商张剑说，在供销合作社带动下，他们
组建了杜岗情瓜篓种植专业合作社，构建集电商、
金融、养老、就业等服务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帮扶
示范服务点，为周边群众提供65个就业岗位。“这
次带来的葡萄、稻虾米等帮扶产品销量不错，海口
市民买得比较多。”张剑说道。

另据悉，本届冬交会期间，海南省供销合作联
社下属海南海供电商公司与驻北京、武汉和深圳
办事处签订农产品销售意向订单1.05亿元。

“老朋友”带来“新礼物”，品牌农业更吸睛

冬交会上农事新

■ 本报记者 孙慧

蔬菜不从土里长，从水里长出来，你见过
吗？

12月18日，在2021年冬交会三亚展区，两
个玻璃水槽里培育出绿油油的蔬菜，水下还有鱼
儿在游动，这引起了客商和观展群众的好奇，还
有人忍不住上前捏捏菜叶子，“这蔬菜是真的
吗？水里长出来的蔬菜竟然长得这么好！”

“这叫鱼菜共生系统，这样养鱼不用换水没
有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不打农药也能正常生
长。”三亚华茂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立介绍，
这是一种新型复合耕作体系，可以在水槽里边
种菜边养鱼。现场，不少市民游客纷纷询问是
否可以在自家阳台上放置水槽，种菜养鱼。

如果不想在家种菜，可以到郊外找个共享
农庄，尝试亲自下地种菜采果。在共享农庄展
区里，澄迈洪安蜜柚展位里的仿真柚子树下，
不少观众坐在树下的木椅上休憩闲聊，仿佛置
身野外，享受自然之美。

“我们共享农庄可以采摘柚子，也有用柚
子做的青柚茶、精油手工皂，还有柚子花酿成
的精油。”澄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负责人黄晓
玲说，他们的共享农庄主要以柚子为主题，有
系列柚子主题的产品，主打自然健康招牌。

逛完了共享农庄，肚子饿了，去吃点美食
吧。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现代种业与数字农业展

区，一群参展观众正排队等着喝由高叶酸
甜玉米鲜榨出来的玉米汁。“这是我们省
农科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研发的
玉米新品种，非常健康可口，快来尝一
尝！”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高叶酸甜
玉米富含叶酸，较为符合现在消费群
体的健康诉求，贴合绿色健康主题。

吃饱喝足，带个伴手礼回家
吧。琳琅满目的本地产品不想选，
那也可以去跨境电商展区看看，
那里有泰国的草药膏、乳胶枕，意
大利的香氛沐浴液、日本乐敦的
CC美白精华……看中之后，如
果你不想拎一袋子回家，也可
以从手机线上商城下单，直接
快递寄送到家。

在阳台上种菜养鱼，去
共享农庄露营，吃健康营
养食品，在手机下单买跨
境电商产品……在热闹
非凡的冬交会上，众多

“新、优、特”产品集中亮
相、备受消费者青睐，
折射出人们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

（本报海口12月
18日讯）

众多“新、优、特”产品集中亮相冬交会

美好生活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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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趋势趋势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12月18日，2021年冬交会进入第
三天，除了琳琅满目的农产品，火热洽
谈的交易气氛，冬交会共享农庄区更显

“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蓬勃生机，成为
许多年轻观众打卡的“诗和远方”。

“哇，绿色的草地、洁白的帐篷，还
有浪漫的灯光，快来打卡！”在定安香草
田园共享农庄展区，标语“生活不止眼
前，还有香草田园”颇为亮眼，23岁的观
众郑林妹呼喊着同行伙伴过来拍照。

“露营，是当下年轻人十分流行的
休闲方式。如何让共享农庄‘活起
来’？打造乡村文化IP，抓住年轻人
的市场，就抓住了全部市场！”定安香
草田园共享农庄负责人陈宝迪介绍，

“比如我们‘香草田园’标识字体，像一

张笑脸，也是为了吸引‘90后’‘00后’
的消费群体！”

“共享农庄今年2月试运营，目前
已接待近10万名游客。”陈宝迪介绍，
该共享农庄以香草为主题，园区面积
达300多亩，项目一期已经完成香草
主题婚摄花海、香草花园餐吧、芳香产
业样板基地、芳香博物馆、共享农夫集
市、花园帐篷露营基地等配套建设。

在澄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展区，
用树枝搭建的仿真柚子树，加以真青
柚点缀，观众坐在树下放置的木藤椅
上，感受清风徐来的惬意感。

澄迈洪安蜜柚共享农庄负责人黄
晓玲介绍，此次冬交会展出柚子花酿
成的精油、青柚茶、精油手工皂等产品
颇受年轻消费者的欢迎。

在澄迈才存共享农庄展区，刚刚

“上新”的“才存咖啡”也十分热销。
“这是我们今年刚投用的咖啡加

工厂生产出的风味咖啡，欢迎选购！”
澄迈才存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徐取凡
介绍，一粒小小的咖啡豆意义重大，填
补了农庄长期以来加工产业链的空
白，初步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村镇政府十分支持共享农庄建
设，通过盘活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
用于咖啡加工厂建设。”他介绍，今年，
才存共享农庄加大三产融合力度，已
经试运营DIY手创工坊、蘑菇基地研
学课堂、真人 CS 战等项目吸引游
客。“明年我们还计划开发建设露营基
地、滨水民宿，为年轻消费者推出‘私
人订制’的旅游套餐。”

在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庄展馆
内，来饮茶、品茶的观众络绎不绝，农

庄生产的五里路有机绿茶是引客的
“金字招牌”，也是海南首家获欧盟及
美国有机茶认证的品牌。

前几天，白沙五里路茶韵共享农
庄负责人王见君刚参加完在三亚举行
的“2021年共享农庄大会”。在冬交
会现场，他热情地将“心得体会”和海
南日报记者分享。

“共享农庄要做到共建、共享、共富，
还要把产业链做深做长，而这亟须撬动
年轻人的消费市场。”王见君说，比如
三亚大茅共享农庄举办草地音乐会、
草坪星光晚宴，都是年轻人偏好的消费
方式，给农庄带来的现金流也是可观的。

“目前我们已经和一
家装配式建筑公司
合作，将建设5栋
民宿，同时将推

介一些黎族特色产品、房车旅游等吸引
更多年轻人来消费。”王见君说。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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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支
持共享农庄发展的十一条措施》，从加
强规划引导、完善报建机制、统筹用地
保障、完善供地模式、简化用地审批手
续等方面促进共享农庄高质量发展。

“这几年，随着政府支持力度不断
加大，共享农庄建设机制不断理顺，
共享农庄一定能发展成为有势头的
乡村振兴产业！”陈宝迪说。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打造乡村文化IP“上新”文创产品 加速三产融合

共享农庄瞄准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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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蒋沁雨

“酸酸甜甜，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柚子！”12月
18日上午，来自吉林的王大妈走到冬交会共享农庄
展馆“柚子夫妇”展位前，尝了一块切好的无籽蜜柚
后称赞道。

无籽蜜柚、火山荔枝、桥头地瓜……冬交会期
间，来自全省各个市县的精品农业品牌汇聚一堂，
在全国客商面前尽展风采。近几年，以标准、规模、
品种、质量塑造农业品牌，深入推进“品牌强农”战
略已成为我省政府部门和农业企业的共识。海南
日报记者在现场观察到，今年冬交会现场，不少大
家耳熟能详的农业品牌还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发的
产品，给老品牌注入了新活力。

“除了优质的口感，最重要还是打出品牌。”“柚
子夫妇”创始人安烁宇说，10多年前，他们也种出了
清香美味的柚子，但迟迟打不开销售渠道。最后，他
们决定告别批发市场，走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坚守36
个环节和168道工序，专注做精品农业，才有了现在
产品供不应求，远销10余个国家的发展势头。

今年是“柚子夫妇”连续第10年参加冬交会
了。本次展会上，他们还带来了新研发的“青柚良
品”系列产品，包括蜂蜜青柚茶、柚花纯露、精油手
工皂等，深受参展观众欢迎。除了现场购买，还有
不少观众直接在线上商城下单。“柚子浑身是宝，青
柚花、叶、果等都可以作为原料。我们采用先进的
深加工技术，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
青柚的综合利用及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安烁
宇说，看到推出的新品受到市场良好的反馈，更加
坚定企业走品牌化农业的决心。

同样，在2号馆品牌农产品馆内的海南水产品
展区，一条条罗非鱼在大厨的精心烹饪下，变成了
浓香四溢的海南鲷烤鱼、松鼠鲷鱼、清蒸鲷鱼，令人
垂涎。展位上一旁还摆放速食装的酸菜鱼片、剁椒

鱼排、泡椒鱼皮等新产
品，吸引不少市民驻足
挑选。

“海南罗非鱼在世界
市场上很有名气。但近
两年，我省罗非鱼出口遇
到困难。2020年，省商务
厅联合海口海关、海南省市
场监管局和农业农村厅等部
门，推进实施内外销‘同线同
标同质’工程，支持海南出口
罗非鱼实现内销转型，支持行
业协会和企业建立‘海南鲷’标
准认证体系。”海南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工作人员蒋云霞介绍，
为了适应国内消费者的口味，我省
罗非鱼企业在过去冻鱼的基础上不
断进行产品创新，推出了糟粕醋、川
香、剁椒、柠檬、新奥尔良等风味的速
食调味鱼。“市民买回家仅需简单加
工，就可以吃到和饭店一样的美味，适
合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节奏。”

在此次冬交会现场，海南卓津蜂业有
限公司带来了今年的新产品——枸杞花
蜜。该公司是我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其养蜂基地遍布全省，生产出来的荔枝
蜜、龙眼蜜、槟榔花蜜深受市场青睐。

“青海省诺木洪农场附近区域是我国集
中连片种植枸杞的集散地，公司在当地建立了
合作养蜂场，这批是刚生产出来的枸杞花蜜。”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枸杞花花期短，所以产出的
蜂蜜非常珍贵，“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冬交会的平
台，提升枸杞花蜜的知名度，让更多人品尝到它
的美味。”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