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届冬交会海南 18 个市县
推荐 18个区域品牌农产品参展袁
均是最能体现海南热带地域特
色尧 代表海南农业品牌特征的精
品遥 冬交会上将展示 10个省级农
产品公用品牌袁28个农产品地理
标识产品袁30家绿色有机农产品遥
此外袁本届野冬交会冶首次精心设
计大型品牌推介活动要海南农产
品品牌大赛袁实行野以赛带展冶的
模式遥 在冬交会广场设置野农产品
品牌街冶袁集中展示海南省级农产
品公用品牌产品和各市县优质品
牌农产品遥
本届冬交会海南农垦馆展出

面积 1078平方米袁展馆加入了高
新技术的应用和互动尧 增设了兄
弟垦区专区和扶贫专区等遥 现场
还将有数百种特色优质产品袁除
产品展销外袁还汇集新品推介尧美
食试吃尧精品咖啡尧茗茶品鉴等一
系列现场体验活动袁 为观众带来
一场海南农垦品牌嘉年华遥

今年冬交会野一带一路冶国际
馆亮点多多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
个方面院 一是报名参展的国家越
来越多袁展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遥 目
前招展工作已经完成袁 共安排了
34个国家袁138家企业参展遥 客商
邀请方面袁邀请近 30家国内外政
府机构和商协会前来参观尧洽谈尧
采购遥

二是参展产品野农冶的特征和
品质进一步突显遥 根据组委会的
要求袁 我们今年着重突出冬交会
的野农冶字特点袁参展展品约 400
余种袁包括小西兰花尧蓝莓尧树莓尧
茶叶尧乳制品尧海产品以及咖啡尧
燕窝尧红酒尧饼干尧橡胶制品尧羊绒
制品等特色食品和农业加工产
品遥

三是展馆设计主题突出袁地
域特色凸显遥 在场馆搭建方面袁主
体设计采用地球仪和跨桥连接的
造型凸显 野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和
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 的主题遥
在展馆布局方面袁今年设计标准展
位 108个袁特装展位从去年的 7个
增加到了 23个袁 展位实际面积共
2178平方米袁 特装展位面积占总
面积 56%遥

本届冬交会除了展会外袁还特别举
办两场高级别的峰会遥 冬交会峰会为突
出海南自贸区渊港冤战略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主题袁 将举办 2018国家战略
与热带农业峰会和乡村振兴与美丽乡
村博鳌国际峰会袁两大峰会设有主论坛
和分论坛遥 主论坛有国家战略与热带农
业尧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袁分论坛
有自贸区渊港冤框架下的国际热带农业
发展尧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尧美丽乡村
国际峰会尧环太平洋美丽乡村博览园研
讨会以及高端对话等遥

其中袁2018 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
峰会参会人员规模将超过 300人袁包括
国家主管部委领导尧两院院士尧国内外
科研院所尧国际机构代表尧国内外企业
等袁30 多位专家学者将做主题报告和
演讲遥 该峰会还邀请了台湾 30余名农
业专家参加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袁台湾
两个县还分别组团参会并在我省考察
交流等遥 组委会邀请了王洁实尧于文华
等 12位文艺名人袁叶乔波尧许艳梅尧郑
海霞等 10位体育冠军袁赵准望尧曾来德
等 32位书画艺术家作为美丽乡村公益
明星袁将有效提升 2018年野冬交会冶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遥

两场高级别峰会 众多名人助阵

海南馆
“以赛带展”模式增色

各展位供不应求

国际馆
34个国家、138家企业参展

冬交会12日开幕“爆款”展会来了
展区场地面积是历届之最 近2000家企业2000种产品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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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茹冤 2018年中国渊海南冤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将于 12月 12日
至 16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袁本届冬交会主题为野铸质量树品牌袁强产业兴乡村冶遥 商报记者从 6日召开的
2018年野冬交会冶新闻发布会现场获悉袁为保证 2018年冬交会顺利举行袁冬交会期间将开放五源河体育场袁解决
停车难问题曰同时早上 6时至晚上 9时将设摆渡车方便游客出行遥
预计今年冬交会有近 2000家企业参会参展袁产品近 2000种遥 活动期间袁将组织举办影响重大尧内容丰富尧形

式多样的 15项重点活动袁可谓亮点纷呈袁快跟商报君一起去野尝鲜冶遥

展区场地面积8.5万平方米 共设36个展馆（区）
海南农产品品牌大赛 实行“以赛带展”

2018年冬交会各展位都出现供不
应求的状况遥
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的全国特色农

产品展区和外省组团展区设特装展区
8个袁标准展位 180个袁共有 15个省市
近 400家企业申请报名参展袁 但只能
提供 300个展位需求遥 其中袁陕西尧广
西尧黑龙江尧吉林等省农业部门组团参
加今年的野冬交会冶袁并将在品牌展区
做特装展示展销遥省贸促会负责的野一
带一路冶国际馆袁共有来自 34个国家
的 138家企业参展袁 报名申请的企业
有 300多家袁申请 500多个展位袁参展
产品 1000多种袁但只能满足 250多个
展位需求遥
琼台农业会展展区设置特装展区

1个袁标准展位 126个袁有 186家企业
参展遥省供销合作联社组织全国 23个
省渊市尧区冤联社组团参会参展袁设 7个
特装展区和 98个标准展位袁 共有近
200家企业报名参展袁需求 250多个展
位袁但只能提供 140家企业进场参展遥
各市县展馆企业报名踊跃袁 参展企业
和合作社近 600家遥 预计 2018年冬交
会将有近 2000家企业参会参展袁产品
近 2000种遥

据介绍袁2018年冬交会展馆展区场地面
积 8.5万平方米袁 比去年增加了 0.5万平方
米袁 为历届冬交会展馆展区场地面积之最遥
共设 36个展馆渊区冤袁其中袁室内展馆渊区冤31
个袁面积 36900平方米曰室外展区 5个袁面积
48100平方米遥 包括海南热带农业发展 30周
年成就展区尧热带农业品牌展区尧野一带一路冶
国际馆尧全国供销合作社展区尧农垦展区尧琼
台农业合作展区尧全国品牌农业展区尧海南
共享农庄展区尧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展区尧市县
农业产业及产业扶贫展区尧林业展区尧海洋渔

业展区尧农业装备展区及农业装备展区尧美食
街及品牌宣传街等遥 其中袁现场将搭建 1500
平方米的 18个市县消费扶贫展销区袁组委会
要求各市县展馆设扶贫农产品展销专柜袁展
销贫困户农产品袁 还专门开展全省消费扶贫
大集市活动等袁 为大家购买贫困户农产品提
供良好的平台遥

截至 12月 1日袁 全省共落实各种农产
品合同订单 407份袁金额 105.3亿元曰意向订
单 579份袁金额 90.8亿元曰完成项目招商签
约投资金额 300亿元遥

15项重点活动

12月 10日 9院00-12院00 海南农产品品牌大赛
12月 11日 18院30-19院30 海南农产品品牌推介会
12月 12日 9院00-10院00 开幕式
12月 12日 10院30-12院00 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暨专业

采购团治谈签约仪式
12月 12日 10院50-17院35 国家战略与热带农业峰会
12月 12日 15院00-17院00 农业投资项目招商推介会
12月 13日 9院00-22院00 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博鳌国际

峰会
12月 13日 10院30-11院30 海南农产品烹饪创新大赛
12月 16日 15院00-16院30 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组委会主办的活动

12月 12日 10院20-11院00 2019 年陵水(光坡)圣女
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活动新闻发布会

12月 12日 11院30-12院30 东方市火龙果推介会
12月 12日 12院10-13院00 特色作物(火果)国家良种

联合攻关项目总结交流会
12月 13日 9院00-10院30 万宁市东山羊品牌发布会
12月 13日 9院00要11院30 一带一路国际蔬果新品种

保护暨创新驱动发展高峰论坛
12 月 13 日 11院00-12院30 海南陆桥集团有限公司

无核荔枝推介会
12月 13目 13院30-15院00 五指山红茶尧 五脚猪尧忧

遁草特色农产品推介会

市县（或企业）组织的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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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国家袁138家企业参展遥
参展展品约 400余种袁 包括

小西兰花尧蓝莓尧树莓尧茶叶尧乳制
品尧海产品以及咖啡尧燕窝尧红酒尧
饼干尧橡胶制品尧羊绒制品等特
色食品和农业加工产品遥

野冬交
会冶 上将展示

10个省级农产品
公用品牌袁28 个农产

品地理标识产品袁30 家绿
色有机农产品遥
在 野冬交会冶 广场设置

野农产品品牌街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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