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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借冬交会展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擦亮农业品牌 放大富农效应

鱼米飘香，富饶临
高。 12 月 16 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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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振兴馆之临高展馆，
红心蜜柚、凤梨、凤梨释
迦、莲雾、蜜枣等热带特
色水果，马鲛鱼、金枪
鱼、青蟹、虾干、鱿鱼干
等特色海产品以及临高
烤乳猪“亮相”，充分展
示临高农业发展成果，
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客商前来参观、采购。
其间，由临高县艺术团
带来的哩哩美舞蹈和木
偶戏表演不仅展现了临
高非遗文化魅力，更是
将展馆人气推向高潮。

临高位于海南岛西
北部，素有“鱼米之乡”
的美誉，是一个集“农、
林、牧、渔”全面发展的
综合性农区，盛产粮食、
冬季瓜菜、海产品、热带
水果等。其境内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水利纵横、
气候适宜，发展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越条件。该县已是
全省著名的乳猪生产基
地、冬季瓜菜生产基地、
优质米生产基地、水稻制
种基地和亚洲最大的深
海网箱养殖基地，被评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国家级优势杂交水稻制
种基地县”。

“展馆以绿色为基调，很有吸
引力。展馆内摆放了丰富的农副
产品，反映临高物产丰富，农业、渔
业发达。”12月16日，在临高展馆
内，海口市民苏文肖说。

临高展馆外面是“幸福临高、
和谐临高、宜居临高、宜业临高”的
绿色大字，饱含对临高未来发展的
期待。展馆总体造型是一艘“临高
号”渔船，结合临高当地种植业、渔
业等多种产业元素，配合多造型沉
浸式的展现形式，让人身临其中。

“本次临高展馆在展陈方面进
行了创新设计，设计创意来源于临
高‘农林牧渔’综合性发展的农业
基础。”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展馆整体色调为绿色，
代表热带高效农业，中间穿插稻米
黄等其他色调点缀，以传统的农产
品为基础，深度挖掘临高农业元
素，“再融合当下潮流元素，比如拍
照打卡点、临妹临哥多层次呈现临
高农业产业风貌，搭建出一个既能
体现临高农业产业理念、发展情
况、现有企业及产品，又能与世界
接轨，完美推介临高的平台”。

据了解，临高展馆内共分为5
大特色展区，分别是：临高形象展
示区，重点介绍临高特色文化与农
牧渔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果；“五
光十色”品牌展区，展示地瓜、芋
头、淮山、毛薯、大薯5大阳光健康
食品和红心蜜柚、凤梨、凤梨释迦、
莲雾、青柑、香蕉、荔枝、蜜枣、菠萝
蜜、橙子等10大特色热带水果；名
优畜产品肉类展区，展示临高烤乳
猪、羊肉等畜牧类产品；水产品展
区，展示临高海产品鲜品、干品。
同时休息洽谈区为客商和企业提
供了交流沟通的优质环境，促进多
方产业合作。

“这是柚子新品种，吃起来口
感脆甜，水嫩多汁，很不错。”在临
高展馆内，前来观展的文昌市民
李红艳连连称赞。

她所称赞的是海南福柚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在临高波莲镇培
育种植的“邬柚”。“相比临高普
通的三红柚子，这个品种柚子
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味道和
品质都很好，甜度在11至14
之间。”海南福柚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邬天赐说。

他介绍，公司经过研发对
三红柚进行改良，成功培育出邬柚1
号和邬柚2号。邬柚1号是青皮红肉，口
感脆甜，而邬柚2号是青皮黄肉，口感酸甜。

“公司于2018年在波莲镇种植了300多亩邬
柚1号，今年7月第一次挂果。这也是第一次
参加冬交会，希望能推广产品，促进后续产业
发展，助力临高柚子产业发展壮大。”他说，明
年3月公司计划在临高开始种植邬柚2号。

同样，今年首次亮相冬交会的“爱媛临高
果冻橙”吸引不少眼球，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品
尝。“皮薄，无核，吃起来香甜爽口、饱满多汁、
果肉细嫩，就像果冻一般，入口即化。是原汁
原味的橙子味。”琼海市民江柳娴拿着试吃的
果冻橙品尝了起来，回味良久。

“希望借助冬交会，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新
产品，助力临高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
兴。”海南爱媛二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何秀安说，公司于2018年从湖北引进“爱媛
28”果冻橙，在临高东英镇种植了约200亩。

“今年是第一次挂果。海南临高的气候自然
条件非常适合这个品种生长，预计明年5月至
6月大面积挂果。每年9月至次年1月为上市
期。”他介绍。

近年来，临高围绕“临高田品”公用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初步形成热带水果、冬季瓜
菜、长寿粗粮、深海干品、特色养殖五大品牌
体系，地域农产品名片不断擦亮。同时，该县
着力打造以“五光十色”产业为核心的品牌农
业，重点发展淮山、地瓜、芋头、毛薯、大薯

“五大阳光”品牌和红心蜜柚、凤梨、凤梨释
迦、莲雾、青柑、香蕉、荔枝、蜜枣、菠萝蜜、橙
子“十大特色”品牌，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推
动全县农业经济提质增效。

据悉，本次冬交会，临高组织20多家企业
参展，共展出了瓜菜类、热带水果类、粮食类、
农产品加工类、海产品类等产品58个品种。

“冬交会第一天，就签订了4个订
单，订单金额约2000多万元。”海南钦
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陈彦迎
高兴地说。

海南钦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毗耶山胭脂香米，目前在临高东英
镇种植约400亩。公司选用富硒地块，
按有机的标准种植，所种出的毗耶山胭
脂香米清香软糯、营养丰富，深受市场
青睐。“一年种一茬，每年12月收获。
公司不仅借助冬交会线下平台推广销
售，在冬交会期间还积极利用淘宝、微
信小程序等线上渠道进行销售。”陈彦
迎说。

临高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的冬交会上，临高借“冬”风，
展示了农业发展的成就，吸引国内外的
客商现场参观，并线下签订销售订单，
促进了临高农产品流通销售，拉动经济
增长。

收获满满的不只是参展商，前来逛
展的市民游客也是满载而归。在临高
展馆内，古榔香临高乳猪展位前人头攒
动，挤满了前来购买的消费者。“在海
南，临高烤乳猪很有名。这次专门过来
尝尝鲜，还买了一些带回去给家人尝
尝。”海口市民李祁红说。

古榔香临高乳猪品牌创始人王明
强说，古榔香烤乳猪精选20斤左右的小
猪，坚持传统烤制方法，出炉的烤乳猪
色泽金黄、皮脆肉嫩，“我会一直传承和
发扬好临高烤乳猪的饮食文化，做大做
强我们的‘金字招牌’”。

来自临高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临
高在冬交会期间，农产品签约订单98
宗，比去年增加2宗，签约金额11.593
亿元，同比增加3.4%，其中瓜菜类19
宗，订单数量21万吨；热带水果类19
宗，订单数量 1.71 万吨；畜类产品 41
宗，订单数量3.4万头；水产品19宗，订
单数量0.104万吨。 （撰文/玟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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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A04

临高依托东英镇14公里原生态海岸线
珍稀资源环境优势，按照生态优先、文化传
承、产业融合的原则，高水平规划建设国际
慢城，构建“一带一廊两区三心四节点”的

“T型”慢城布局结构，建设以山海生态为基
底、滨海体验为特色、国际设计为内核的山
海创意国际慢城，形成与国际时尚慢文化直
接接轨的高能级产业开放发展平台，引领推
进升级版美丽渔港、美丽渔村和特色产业小
镇、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建设。

今年，临高在东英镇投入10个农旅项
目，结合临高海鲜、烤乳猪、土窑等传统美
食，融入哩哩美、人偶戏、文物古迹等地域文
化特色，探索慢文化体验、商务游学、渔家风
情体验、休闲农业、精品民宿、健康养生、骑
行徒步等农旅文旅融合型旅游消费模式，打
造以国际慢城为引领的临高旅游珍珠链。

临高谋划推进
滨海国际慢城休闲体验区建设

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数说
临高

2021年以来

全县粮食生产 31.83 万亩，总产量 12.34
万吨，完成省下达任务的 101.8%

其中完成早造生产 16.65万亩，占省下达
任务 102.2%

完成晚造生产 11.81 万亩，占下达任务
100.08%

完成其他粮食生产 3.37万亩，占省下达
任务 106.3%

2021跨 2022年冬季瓜菜种植面积达
到 17万亩

预计总产量达到 37 万吨，总产值达到
10.88亿元

省下达给该县常年蔬菜种植任务 5000
亩，已完成种植面积 5134.55亩，完成省下达
任务 102.7%，自给率达到 70%

全县热带水果种植面积 14.73万亩，预计
产量37.97万吨，产值22.03亿元

截至目前

临高2021年畜牧业总产值 7.85亿元，同
比增长60.40%

全县现有畜禽规模养殖场80家，其中生
猪规模养殖场 70家，目前恢复生产的生猪规
模养殖场61家，较去年同期多 26家，同比增
长 74.28%

2021年，全县拥有海洋捕捞渔船 5136
艘，今年全年渔业生产总量预计 437433吨，
同期增长 1.6%，产值 131.35亿元，同期增长 1%

冬交会临高馆展区。

展馆展示的橙子。

展区内展示的各类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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