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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看直播——
乡村振兴的全新出路

在第二届热带水果产业博览
会现场，随处可见的现场直播成
为今年展会新亮点，让不能亲临
现场的观众也能通过手机屏幕
过一把“云”逛热博会的瘾。“这
是贵妃芒，水分非常多。”直播间
里的真诚推荐，令人十分心动，
记者留意到，直播间里不少网友
留言：“链接在哪，我要买它！”

“亲自品尝三亚芒果后，出色
的品质让我对它充满信心。”抖
音达人“巧妇 9 妹”说。此次展
会，像“巧妇 9妹”一样受邀前来
带货的直播达人共有 110 位，既
有知名大 V，也有地方网红，更
有外国友人，他们对着镜头，各
显神通，借助直播间向全国观众
们推介各类水果，如此新颖的展
销模式，让许多参展的经销商直
言“独特”。在大量千万级网红
的助力下，以三亚芒果为首的热
带水果在网络上掀起了抢购热
潮。截止发稿前，线上热带水果
销售额已达200万元。

“好酒也怕巷子深”，在本届
热博会上，直播带货以一种风风
火火的方式打开了特色农产品
的销路，迅速建立助农兴农的有
效渠道。“直播带货是我们一直
在探索的模式，希望未来能通过
这种模式，一端连接城市，一端
连接乡村，双向联通，让吃的人
健康，种的人小康。”三亚市芒果
协会会长彭时顿说。

◆看规模——
向农业品牌要效益

与首届相比，今年的热博会
在展示内容及配套活动方面均
有所“升级”。据了解，本届展会
展览面积4200平米，搭建特装展
位14个，标准展位62个；邀请参
展商 100 余家，国内知名水果行
业采购经销代表 300 余名，其中
三亚参展单位45家，海南省内其
他市县企业 19 家，省外企业 33
家，逆向采购会电商渠道、批发、
经销等连锁渠道300家。

三亚芒果、南鹿莲雾、三亚蜜

瓜……展品是品牌；万果联展
区、京东物流展区、水果岛展区
……展区亦是品牌。在热博会
上，农产品如何创品牌、强品牌，
如何依托品牌闯市场、要效益，
成了各方探讨的热词。

三亚莲雾协会会长邢军告诉
记者，与第一届相比，今年展会
规模更大，诚意更足，活动更丰
富，客商嘉宾人数也更多。“今年
各家果商除了带来自家的王牌
产品外，还特意推出了许多新包
装、新吃法，以实际行动推动品
牌化发展。”

主办方以高要求办展会，三
亚以高质量在农业品牌上持续
精耕细作，让各家果商尝到了实
实在在的“甜头”。邢军介绍，三
亚莲雾从曾经的默默无闻，到如
今的产品供不应求，每年订货量
超过产量 300%，就是得益于品
牌化的打造。“未来除了继续打

造‘南鹿莲雾’这张名片外，还要
继续办好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
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学习平台，
让品牌创造价值的故事，不只发
生在我一人身上。”邢军说。

◆看采购——
专 业 办 展 ，营 商 环

境优化齐发力

开幕式当天，签约总金额达
5.22 亿元；逆向采购会环节签订
采购订单总计 4.79 亿元；热带水
果种植产地环岛行总共产生1.99
亿元意向采购订单。大会一个
个喜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主办
方在各环节的精心布局和三亚
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

逆向采购会、海南热带水果
种植产地环岛行、热带水果巅峰
盛典暨采购商欢迎晚宴……主办

方精心设计的一个个贴心环节，
只为了采购程序更贴心，更便
利。通过热博会，不少知名电
商、批发、经销商在线下找到了
交流平台，实地参观后更放心采
购。环岛行参观过程中，知名团
购平台同程生活千鲜汇直接在
保亭站签约采购热带农产品。

水果新吃法、环保新包装、果
品分选机制再创新……果商们推
出的一个个农业新科技和品种再
创新，只为了迎合市场，提供更优
质服务。根据最新发布的《三亚
市优化营商环境若干规定》，三亚
不求“大而全”，突出“小快灵”，制
度设计注重立足三亚实际，聚焦
市场主体期盼。当一项项政策逐
渐落地，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切
实回应市场期盼。类似企业越来
越多，越来越为用户考虑，未来三
亚的营商环境将更具活力，三亚
服务将更有温度。优化营商环

境，是经济不断繁荣，企业不断发
展的制胜之道，在未来，三亚农业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当热博会结束时，如潮水般
的声音从四周涌来。专业观众
说：“三亚有最热情的春天，有最
热情的展会。”直播达人说：“我
甘当绿叶，因为水果和观众才是
展会的真正主角。”采购商们说：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
想见，对于展会我将心心念念。”

瞩目未来，热博会所传递出
的能量将不断升温，在农业品牌
化上，在营商环境优化上，在特
色电商助农上……在每一个声音
中，在每一笔订单里，汇聚成“三
亚声音”，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
卷，助推自贸港开放新格局。

立足当前，擘画长远，这次美
丽三亚的短暂相聚后，全国果商
将以澎湃的热情，扬帆而起，涌起

“春季果品采购看三亚”新浪潮。

三亚“云”上果香“引”客来！
——第二届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侧记

见习记者 林林

3 月 28 日，第二届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暨三亚芒果产业大会（以下简称“热博会”）完满收官。短短三天时间里，吸引了全国百余家知名果品品
牌参展，超过 300 名水果行业采购经销代表共襄盛举，成交整体金额达 12.02 亿元，销售水果 13.24 万吨。作为热带水果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热博会
不仅提供了业内沟通交流的平台，更通过直播平台为数十万观众献上了一场“果品盛宴”。

走进展会现场，应邀品尝各色热带水果的专业观众，无不透着一股兴奋劲儿，前来参展的各家品牌，都在奋力吆喝着。可以“喝”的富硒芒果、
香甜可口的“牛奶莲雾”、蜜瓜界的“哈根达斯”、清脆多汁的“金菠萝”，还有不远万里来访的猕猴桃……

一个尚处萌芽阶段的展会，为何能在因疫情停办一年后强势回归？未来又将如何实现以展助农，以会促商？带着问题，我们三看展会。

1931 年 2月初，根据中共中央
的指示，红四军独立团在安徽省六
安市金寨县东北部的麻埠镇扩编
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
肖方任代师长，王效亭任政治委
员，参谋长方礼政，下辖一、三两个
团，全师1100余人。在此前后，由
于红四军利用打破敌人第一次“围
剿”后敌人转入守势的有利时机，

适时转入进攻作战，各地国民党守
军在红军不断胜利和正确执行瓦
解敌军政策的影响下，军心日益动
摇。早期打入驻六安城的国民党
军四十六师余部、并担任营长的共
产党员魏孟贤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联络该师内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
步官兵成功举行武装起义。起义
部队随后加入，进入麻埠苏区，编
入新成立的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

中央教导第二师成立后，积极
投入保卫皖西苏区和开辟皖西苏
区的战斗，并接连取得胜利。2
月，该师帮助中共霍邱县委发起白
塔畈农民暴动，接连消灭了叶家

集、大顾店、姚李庙、洪集等地的反
动武装，成立了以杜红光为主席的
霍邱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扩大了根
据地。随后，二师悄然渡过沣河，
在河口集对守敌一个营发动奇袭，
全歼敌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此次战斗胜利后，霍邱南部守敌闻
风而逃，该地区迅速得以解放。

3 月 11 日，二师奉命南下英
山，以凌厉的攻势攻占金家铺，接
着挥师攻打英山县城，消灭守敌两
个团。二师在作战时，通过喊话等
方式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敌军中大
量贫苦出身的士兵纷纷放下武器
投诚。敌团长为阻止士兵投诚，亲

到前线督战，结果被己方的士兵开
枪击毙。二师夺取英山县城后立
即挥师北上，于 24 日将侵入麻埠
之敌第四十六师 1 个团及反动民
团等3000多人击溃，俘敌700人。

4 月 1 日，二师胜利返回霍邱
南部，消灭了多处反动武装。为了
打击可能来自西边的敌军，3 日，
二师又攻占了固始县黎集，击溃驻
敌一个团，俘敌 500 多人。第二
天，二师又向商城的上石桥、武家
桥、方集及固始南部郭陆滩等地发
起进攻，歼灭地方民团和敌人小股
部队，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在遭受接
连打击下，仓皇逃入固始县城以求

自保。
从 1931 年 1 月下旬到 4 月上

旬，红四军和中央教导第二师共歼
敌1万多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彻
底胜利。根据地向西恢复到黄安、
麻城以南，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
城郊，东部恢复了六安、霍山、英山
原有根据地的全部地区，并向北扩
大到霍邱、固始南部；鄂豫皖根据
地人口达到 170 余万。红四军由
改编时的 1.2 万人发展到 1.5 万余
人，中央教导第二师也由 1100 多
人扩大到 3500 余人，部队不断发
展壮大，装备均有显著的改善。

（人民政协报）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3 月 29
日，中国优质农产品榜单熊猫指南
2021 年春榜发布暨三亚芒果标准
发布会在三亚揭幕。本次发布会
上，熊猫指南携手三亚市政府打造
三亚芒果标准的合作模式，制定了

“绿标”和“金标”两种标准，进一
步助力三亚芒果的品牌建设和口
碑传播，促进三亚品质农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此次上榜产品增
至 274 款，包含果品 167 款、蔬菜
23款、粮食48款、猪肉23款、食用
菌 13 款，整个榜单覆盖果品、粮

食、蔬菜、食用菌、猪肉五大品类。
其中，三亚福返贵妃芒果荣登二星
榜，深受消费者喜爱。

上榜产品从最初的 56 款增至
274 款，从亮相重庆农交会到三亚
发榜，现今的熊猫指南榜单已经不
仅仅是一张优质农产品榜单，也被
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三亚是中国芒果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近年来芒果种植总面积稳
步增长，知名芒果企业不断涌现，
芒果产业也成了三亚农民增收的
支柱之一。但区域公用品牌标准

化缺失的问题也影响着三亚，为了
保证三亚芒果品牌的长期发展，熊
猫指南联合三亚市芒果协会等多
方机构，在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崖
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的支持下制定
了《三亚芒果白皮书以及三亚芒果
标准》。三亚芒果标准针对贵妃、
金煌、台农 1 号三种芒果进行划
分，除在外观的相关规定外，还增
加了香气、口感、滋味等维度的感
官规定，为三亚芒果制定了“绿标”
和“金标”两种标准。“金标”芒果
无论在外观还是内在的感官指标

均优于“绿标”产品，通过分级定
品，可以进一步助力三亚芒果的品
牌建设和口碑传播，促进三亚品质
农业发展。这也是熊猫指南从“寻
找中国优质农产品”到“助力中国
优质农产品”的一次积极尝试。

面对发展潜力无穷的海南农
业，先正达集团（中国）与三亚市政
府携手，将为三亚农业打造特色农
产品产业链，共同推进三亚乃至海
南的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这
是一次国内顶尖农业企业和国内
著名热带水果产区的强强联合。

而农业发展，一定离不开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在中化集团的业务
版图中，中国金茂作为城市运营版
块，以“释放城市未来生命力”为己
任，在以品质领先为核心的“双轮
两翼”战略基础上，聚焦“两驱动、
两升级”的城市运营模式，致力于
成为中国领先的城市运营商。中
国金茂三亚公司副总经理王晗表
示，中国金茂以南繁科技城为产业
支柱核心，致力于打造崖州湾高新
科技湾区。这样的合作赋能，必然
将推动海南地区区域发展。

熊猫指南2021春榜在三亚发布

三亚芒果“好吃”标准新鲜出炉

三亚供电局：

建设智能电网 服务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由于今年开春少雨，随

着气温逐步升高，果园急需抽水抗旱，近日，育才生
态区雅林村村民王学良通过手机办理用电申请。
当天，南方电网海南三亚供电局育才供电所工作人
员兰福光、黄仔锋收到申请信息后，立即前往王学
良果园所在地进行勘查，确定电表安装位置和电源
点，第二天就完成了电表的安装。据统计，今年以
来，育才供电所已受理报装用电达 311 户，其中用
于灌溉用电申请占比80%以上，育才农业用电需求
在一季度呈上升趋势。

据了解，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发展乡村产业，围绕“三农”及农村
电网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巩固提升农村电力
保障水平，今年三亚供电局用心做足“功课”，将提
升育才地区供电可靠性纳入“十四五”开局重点工
作，进一步补齐农村电网发展短板，满足用电潜能
释放需求，当好经济发展的“电力先行官”，有力支
撑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这是育才地区实施电网升级改造以来最重要
的一条联络线，我们正在进行最后验收工作，以确
保线路尽早投产送电。”3 月 29 日，一条连接崖城
变电站的 10 千伏联络线建成，工人们正在位于立
才居的施工现场忙碌着。现场，三亚供电局建管
中心副经理陈书介绍，该 10 千伏联络线虽然仅有
3.3 千米，但实现了 220 千伏崖城变电站向育才地
区进行供电，与现有 10 千伏线路形成“手拉手”配
网架构，“今年还有多个配网改造项目在育才地区
相继落地，届时，育才地区供电可靠性将得到质的
提升。”

据统计，截至目前，三亚供电局已向育才地区
首批投资 2358.35 万元，实施配电网升级改造项目
25个，累计新建及改造线路53.96公里，配电变压器
19台，新增变电容量1700千伏安。

携程携手三亚共同打造
“旅行本该三亚”目的地品牌

本报讯（记者 袁燕 通讯员 关照）3月 29日，在
携程集团于上海举行的“旅游+营销枢纽战略”发布
会上，三亚市旅游推广局与携程集团共同发布“旅
行本该三亚”目的地品牌，将联合打造、开放目的地
内容与营销能力，赋能泛旅游产业链新玩法，输出
新价值，联合推动三亚旅游产品升级、服务升级、营
销升级，持续助力三亚塑造国际化旅游品牌。

发布会分为携程集团旅游营销枢纽战略发布、
国际旅游恢复预期、内容生态营销升级等几个版块
内容。在目的地战略合作分享版块上，携程集团国
内政府合作业务CEO张旭与三亚市旅游推广局市
场推广部总监马南共同见证了“旅行本该三亚”品
牌首发仪式。张旭表示，本次合作将充分利用携程
平台资源优势，助力提升“旅行本该三亚”品牌的影
响力，持续赋能共同将三亚打造成为国际化、高品
质的旅游目的地。

“三亚，满足你对旅行的所有想象；三亚，升级你
在旅途的所有体验。”这句话为“旅行本该三亚”品牌
形象进行了阐释。据悉，此次“旅行本该三亚”品牌
升级充分抓住了核心客群的需求，通过深挖三亚的
旅游资源，升级三亚现有的旅行产品、服务和内容，
为游客带来极致旅行体验。马南表示，希望通过与
携程的合作，能够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一站式的产
品和服务，并通过内容的深耕与“达人”的输出，传递
给游客，一起还原旅行最该有的，最美好的样子。

据市旅游推广局数据显示，2019 年到 2020
年，三亚旅游客群年龄结构整体趋于年轻化，其中
青年客群（18 岁-35 岁）占比 43%，且相对于 2019
年，该部分客群占比增幅最大。“减压放松”“拓宽
见识”和“拥有不一样的经历”已经成为当下旅行
客群关注的核心需求，超 7成游客把以三亚为代表
的度假目的地作为未来半年计划跨省出游的首选
目的地。

此次“旅行本该三亚”品牌发布将是三亚旅游
全面升级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携程集团将通过持
续的产品创新与用户调研，提升三亚旅游产品服务
与质量。同时，联动相关涉旅企业成立三亚随心游
品质联盟，全面提升行业水平，助力海南自贸港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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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学党史
悟思想悟思想

党史天天读党史天天读

红军中央教导二师连战连捷

3 月 26 日，2021 第二届热带水果产业博览会暨三亚芒果产业大会拉开帷幕，吸引了全国百余家知名果品品牌参展。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消防安全伴我行
3 月 24 日，在凤凰特勤站，消防员带小朋友体

验使用消防水枪。
当天，凤凰特勤站开展消防站开放日活动，迎

来一家早教中心的 30 组家庭及老师参观学习，让
师生及家长“零距离”学习消防安全常识，提高学
生的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

参观学习期间，小朋友们在消防指战员的帮
助下，还体验了逃生屋、战斗服、消防水枪等消防
装备器材，并登上登高平台消防车，体验当一名

“小小消防员”的感觉。
本报记者 刘琪成 通讯员 李继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