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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线上推介枣产业 VR全景展示枣文化

乐乐陵陵““枣枣博博会会””意意向向交交易易额额破破亿亿元元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李榕 路龙

帅 通讯员 刘敏 贾鹏) 金秋九
月，乐陵市30万亩枣林里，颗颗小枣
如玛瑙般缀满枝头。9月8日，2018第
七届山东(乐陵)红枣暨健康食品产
业博览会举行，近400家国内知名的
红枣和调味品龙头企业及23个省的
5万余家采购商齐聚乐陵共谋“枣赢
健康”。据不完全统计，本届枣博会
活动当日就吸引4万人次前来参观购
买，达成合作意向1200多个，意向交
易额过亿元。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等协会观众；
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商超；北京岳各
庄、新发地、锦绣大地，天津金钟、兴
耀；沧州崔尔庄；新疆阿拉尔、策勒等
大型批发市场；京东、阿里、天猫等网
络零售商……博览会现场，来自全国
各地的采购商、经销商及游客络绎不
绝。记者看到，现场共设红枣产品展
区，调味品展区，红枣、调味品科研成
果展区，红枣、调味品加工机械展区和
食品包装产品展区4个展区，核小肉
厚、清脆甜美的乐陵金丝小枣，个大饱
满的新疆和田大枣……各个展位上琳
琅满目、各具特色的红枣暨深加工产
品令人目不暇接。

与往届不同，今年的博览会有三
大亮点：一是引入京东“中国特产·乐
陵扶贫馆”，实现线上线下展览互动。

枣节期间，京东乐陵扶贫馆将开通线
上展览专区，把枣博会优质参展商及
产品在京东平台进行展览展示，并实
现线上交易、线下展会专区体验；同
时，进行为期1个月的“乐陵千年鲜枣，
早吃早健康”的促销季，为乐陵特产小
枣开通线上销售渠道。二是首次实现
展览会VR展播。通过搭建线上线下交
互体验VR全景展播系统，让客商在参

展现场，通过VR模拟空间、虚拟现实
技术，就能置身于乐陵的千年枣林、望
海楼等旅游景点，做到同时展现博览
会盛况和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情况。三
是在传统媒体宣传造势之外，还与5个
粉丝量30万至100万的重量级网红签
约，对博览会现场及参展企业进行网
络直播，9月10日到乐陵市各大景区进
行现场直播，全面推介乐陵博览会及

文化旅游资源。
据悉，本届博览会由德州市人民

政府主办，乐陵市人民政府承办，以“相
约乐陵·枣赢健康”为主题，吸引了河南
好想你、和田昆仑山枣业、中华名果新
疆楼兰果业、东阿阿胶、巧媳妇、龙大
等近400家国内知名的红枣和调味品
龙头企业，河北、河南、陕西、山西、新疆
等23个省的5万多家采购商以及河北赞
皇、甘肃临泽等14个红枣主产县市区参
会。截至目前，乐陵市已成功举办6届枣
博会，累计合同交易额达40亿元，签订
农产品采购项目300多个，参会客流量
达25万人次，是山东省政府批复举办的
重点展会，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红枣及健
康食品产业交易平台。今年7月，枣博
会被中国会展产业大会评为“改革开
放40周年40个优秀特色展会”。

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及乐陵
撤县建市30周年，9月1日至10月1日，
该市还将举办改革开放40周年暨撤县
建市30周年图片成就展、书画作品展、
诗歌征文、大型文艺晚会等系列庆祝活
动。同时，围绕第30届中国(乐陵)金丝
小枣文化旅游节，举办乐陵市金丝小枣
大赛、龙虾嘉年华暨全民美食狂欢节、
乐陵特色旅游商品展销活动、“相约枣
乡”中国·乐陵摄影采风活动、乐陵市庆
祝农民丰收节文艺展演、航空展、音乐
节等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李榕 路龙帅 通讯员 刘
敏) 9月8日上午，在2018第
七届山东(乐陵)红枣暨健康
食品产业博览会现场，乐陵
市德润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推送的“椰蓉金丝枣”等 2 3
种枣制品被授予“优质枣制
品”称号。

2018第七届山东(乐陵)
红枣暨健康食品产业博览会
在枣博会期间开展了优秀枣
企业及优质枣制品评选活
动。在评选现场，9名相关领
导、专家组成员组成评选委
员会，共有14家企业的四大
类别 3 7种枣产品参与了评
选。其中，四大类别包括干枣
类、鲜食枣类、创新类、饮品
类。具体评选项目包括：优秀
枣企业和优质枣制品。

优秀枣企业主要指以枣
生产基地建设、枣及枣产品
生产、加工、销售为主的企
业，枣及枣产品经营额占企
业经营总额的5 0%以上，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达到所规
定条件的枣企业和优质枣产
品。同时具备企业规模大、科
技创新能力强、辐射带动能
力强、企业信誉好和企业管
理规范的条件。

而优质枣制品则进行了
具体的分类评选。包括鲜食
枣类：鲜食小枣、鲜食大枣、
鲜食冬枣等品种；干枣类：干

制小枣、干制大枣、免洗枣等
品种；液态类：枣白酒、枣红
酒、枣汁、枣茶、枣露、枣醋、
浓缩枣汁等；果酱类：枣酪、
枣酱、枣泥、枣粉等；创新红
枣产品：有专利认证的红枣
制品等。

具体评选规则：优秀枣
企业评选是由评选委员会，
对各推荐上报的企业材料进
行审核评定；优质枣产品评
选则采用集中封闭、“盲评”
的方式，专家按照评分细则
对各单位、各企业报送的产
品进行品尝评审，对评选产
品评奖。

活动现场公布评选结
果，乐陵市德润健康食品有
限公司、山东百枣纲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枣能元
食品有限公司及中恩(天津)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
被授予“著名枣企业”荣誉
称号；河北龙门博夏食品制
造有限公司、山东双陵春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
企业被授予“优秀枣企业”
荣誉称号。同时，专家评审
通过集中封闭、“盲评”的方
式 ，按 照 评 分 细 则 对 各 单
位、企业报送的产品进行品
尝评审，对评奖产品评奖，
乐陵市德润健康食品有限
公司推送的“椰蓉金丝枣”
等23种枣制品被授予“优质
枣制品”称号。

“椰蓉金丝枣”等23种枣制品

获“优质枣产品”称号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 金
秋九月，乐陵城乡到处都弥
漫着枣儿的馨香。随着小枣
节一年一年办下来，越来越
多的文化元素被挖掘并渗
透到节日中，小枣节先后改
名小枣文化节，转型升级为
枣博会，节会主题从最初的
卖小枣到现在的卖品牌、卖
旅游、卖文化。数据显示，乐
陵小枣全产业链年产值过20
亿元。

9月6日，北京游客张海
玉漫步在栽植了596种各类
枣儿的百枣园空中廊道上 ,
微风吹过 ,那沁人心脾的枣
香 ,让她心旷神怡。张海玉
说，她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自从3年前，朋友领她到乐陵
游玩了一天，每年9月，她都
会到乐陵的30万亩生态枣园
转转，感受一下枣乡独有的
文化风情。

乐陵是“中国金丝小枣
之乡”，枣树种植已有3000多
年历史，现有30万亩枣林，
2000多万株枣树，其中千年
枣树3800多株，年产金丝小
枣1亿公斤，占中国枣产量的
1/10。如何把这一得天独厚
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和

经济优势?“开发枣产业中的
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经济资
源、旅游资源，培育枣文化消
费品牌，发展枣文化创意产
业，才能不断提升县域经济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乐陵市
委书记樊廷雷说。

乐陵市按照“全市就是
一个大景区”的创新理念，
围绕“中国北方知名的健康
休闲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定
位，依托唯我独有的枣文
化，变“景点旅游”为“全域
旅游”，致力于打造“一核两
带五组团”的大旅游发展格
局。先后开辟建成中国金丝
小枣文化博物馆、百枣园、
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等20
多处文化旅游景点，整理出
版《乐陵春秋》、《上苍的艺
术》、《籁籁衣巾落枣花》等
枣文化系列丛书，搜集整理
100多个典故与故事，拍摄
10余部影视片。

一年一度的小枣节，是
该市丰富、传播枣文化的重
要方式。今年9月8日举办的
小枣文化节已经是第30届。
随着小枣节一年一年办下
来，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被
挖掘并渗透到节日中，小枣
节先后改名小枣文化节，转

型升级为枣博会，节会主题
从最初的卖小枣到现在的卖
品牌、卖旅游、卖文化。先后
培植起汇源、德润、百枣纲目
等4 0多个全国枣业知名品
牌，开发出十大系列140多种
产品，构建起以千年枣林游
览区为龙头的生态乡村游，
以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为主
体的红色文化游，以文庙等
为依托的传统文化游，以泰
山体育博物馆为代表的现代
工业游，以希森新村为代表
的特色民宿农村游五大旅游
品牌，小枣全产业链年产值
过20亿元。

据悉，本届“枣博会”在
人们面前展现更多的是文化
与旅游共融、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和谐。除了全国红枣
产业发展研讨会、中国调味
品产业高峰论坛，还有著名
作家诗人枣乡采风、书画摄
影展以及1 2项文化旅游活
动。东部旅游片区新建设的
千年枣林生态文明建设项
目，让乐陵文化品位大幅提
升，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乐
陵。“今年以来 ,已接待游客
30万人次，多为北京、天津、
济南等地的游客。”乐陵市旅
游局负责人韩玉杰说。

乐乐陵陵一一颗颗小小枣枣甜甜蜜蜜融融合合文文化化旅旅游游
全产业链“链”出20亿产值

枣博会现场人流攒动。

葛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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