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维）由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陕
西省科技厅、陕西省农业厅、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主办的第25届农高会第二届杨凌
国际种业创新论坛将举行，论坛以“国际
种业前沿技术与创新分享”为主题，以打
造最前沿、最高端的国际种业创新交流
平台为目标，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分享全
球最新种业技术成果与产业趋势。

论坛突出国际化、高层次，来自先
正达、陶氏杜邦（科迪华）、拜耳等顶级
种业企业及行业组织的科学家将出席
本次论坛。

本报讯（记者张维）记者昨日了解
到，本届农高会共设4个室内展馆、4个室
外展区，总展览面积18.2万平方米，设国
际标准展位2388个。展馆不同，展示亮
点有别。提醒逛会群众和客商提前做好

“功课”，以免跑冤枉路。
现代农业种业展设在A馆，主要举

办现代农业种业展、食用菌种业展及“一
带一路”国家特色产品展等专题展览。
农业产业与技术展设在B馆，主要举办农
业高新技术成果展、外省（区、市）及省内
各市（区）特色现代农业创新展、陕西名
优新特农产品展等涉农专题展览。

国际农业合作展设在C馆，主要举
办主宾国农业展、主宾省农业展、国家有
关部委展、国际种业展等专题展览。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展设在D馆，主要举办
省内各市（区）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展、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成果展等专题展览。
农业机械展区设在E区，主要举办国内外
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展览及交易。

农业双创展区设在F区，以示范区
“众创田园”为平台，举办创客创新创业
展、杨凌现代农庄集群展，展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最新成果。现代农业示
范园展区设在G区，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创新园为主。农产品展销区设在H区，
主要举办名特优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
郭珂）第25届农高会将于今年11月5日
至9日在杨凌示范区举办，记者昨日从西
安两大客运站获悉，杨凌农高会的乘车
绿色通道开通，全天不间断流水发车班
次，客满即发。

城西客运站开通了杨凌农高会绿
色通道，网上售票、微信售票、站内自助
售票机及所有售票窗口，均预售30天内
的西安至杨凌车票。由城西客运站发
往杨凌的班车，首班7:20，末班19:50，实
行全天不间断流水发车班次，客满即
发，随到随走。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于 6:30——17:
00之间，每间隔25分钟一班车，坐满即
走。乘客可提前 10 日通过网络、自助
机、售票窗口等方式进行购票。同时，
该站也为杨凌农高会开通绿色快速通
道，以方便携带树苗、花卉、苗圃的乘客
快速进站、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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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高会国际种业
创新论坛将举行

逛农高会
提前做好“功课”

西安至杨凌班车
绿色通道开通

年均引进100名以上博士人才，每年培育动植物新品种30多个，承担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示范推广历史使
命……丹桂飘香、硕果盈枝，杨凌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时节，令人瞩目的第25届杨凌农高会11月5日至9日将
“陕亮”登场。走过24载，伴随着杨凌的发展，农高会真正成长为一个集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为一体的国际
性农业科技盛会，农高会的品牌价值潜力也被不断挖掘。从初创时的区域性农科集会，每年参会人数从最初时
的12万人次到如今逾百万人次。参加每年一届的农高会获得的新技术新成果已渗透关中乃至陕西省周边省
区众多领域，真正蝶变为中国农业科技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

第25届农
高会开幕进入
倒计时，各展馆
布展正在有序
进行中。

本报记者
陈飞波 摄

借农高会谋全球合作

“樱桃成熟季节，看到村里农户种
植的500多亩樱桃销路比较传统，而且
单一，农户基本早上采摘完樱桃拿到集
市去卖，但并不一定能全部卖掉，放到
第二天就不新鲜了。”铜川青年齐建科
发现这个现象，便琢磨着走电商的路
子，为农户尽快出售樱桃寻找新路。“通
过电商销售樱桃，不但节省时间，而且
农户一次就可以出售上百斤，不用像过
去那样摘下来一点点在集市、路边等销
售，而且线上比线下的行情好，这样也
为农户带来了增收。”为将农户手上的
更多水果销售的更远，这几天，齐建科
几乎每天连轴转，张罗着在农高会上觅
得更大商机，这已是他第五年将农产品

通过农高会的平台推向市场。“前几次
参加农高会，结识了300多名固定客户，
有山东、安徽、河北等地的顾客，平时消
费都从我们的电商平台交易，还有不少
农户种植了我们的果树苗，现在已经有
了收益。”齐建科介绍说，尤其是每年苹
果这张陕西名片带到农高会现场后，赚
取为数不少逛会者的眼球。

无独有偶，除了农产品在农高会上
备受关注，以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农业
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涉农工业规模、产
业结构也进一步得到优化和升级，近年
来，像美国嘉吉、葡萄牙阿莫林、荷兰林
德森、德国萨诺、法国CBE等一大批外
资企业也纷纷进驻杨凌，招商引资额累

计突破20亿元，合同利用外资超过3.5
亿美元。

成功举办了24届的杨凌农高会，累
计吸引来自全国以及7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万家涉农企业和科研单位参展，
近2800万客商和农民朋友参展参会，促
成投资交易额8400多亿元，已经成为国
家的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和国际农
业合作的重要平台，被誉为“中国农业
的奥林匹克盛会”，荣获国际展览业协
会认证和“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已
跃升到 871.19亿元。如今，农高会借

“品牌优势”谋“全球合作”，借“展会模
式”创“杨凌速度”的态势，成为杨凌追
赶超越的鲜明亮点。

从展会效应看农民蝶变之路

“过去一条西农路、一条商业街是主
要的城区道路，1997年示范区成立后，大
幅提升城区基础及民生保障设施建设，
城市建成区由3.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
方公里，主城区建设发展框架基本形
成。新建了杨凌火车站、汽车站、高铁
站、铁路货运站，群众出行一下子便捷多
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生产运输条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每年举办
的农高会，让周边群众在农闲季节也能
找到致富的路子。”徐敏强是土生土长的
杨凌人，60多岁的他亲历了农高会效应
为当地发展带来的蝶变之路。令他记忆
犹新的是，过去这个季节，村里人除了做

一些简单粗放的手工活，收入杯水车
薪。“那时候村里的妇女在家除了做饭，
闲暇时靠钩手套补贴家用，男性劳力编
织竹筐，常常为销售不出去犯愁。”徐敏
强说，自从通过杨凌农高会了解到良种
红薯、辣椒等品种的市场前景后，家里的
6亩地一下成了金土地。”认准了培育良
种这条致富路，从此也与农高会结下了
不解之缘。20多年来，通过在农高会上
取经充电，徐敏强种植的良种从一个增
加到几十个，种苗从省内卖到了山西、甘
肃等地，家庭人均收入成倍增加，手头有
了结余，徐敏强的家也从土木结构的房
子变成了两层楼房。

的确，通过农高会，关中黑猪走出“关
中”；通过农高会，杨凌油菜良种远播皖中
大县；通过农高会，以色列世亚工程设备
公司很快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其先进的畜
牧养殖机械深受西部牧民的欢迎。

改革开放初期，杨凌仅为一个拥有
8.4万人口的小镇，入驻的十大科教单
位就是主要城区人口，几百米长的一条
商业街是农科教人员的主要生活服务
供给场所，经济基础非常薄弱。2017年
杨凌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38336元和 16344元，居全省第二。在
全省率先实现城乡政策一体化、公交一
体化、户籍登记一体化。

劲吹国际风彰显国际范

“中国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
带来很多商机，帮助我们寻找合作伙
伴，打开中国西部市场。”这是哈萨克斯
坦参展商瓦里汉·安德烈在参加第22届
中国杨凌农高会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的心声，他表示，中国市场对哈萨克斯
坦商人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涵盖了
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多次参加农高会
的荷兰客商表示，如今陕西的地位越来
越明显，公司十分重视陕西这块市场。
陕西地理位置非常好，往西北包括甘
肃、新疆等连接中亚，西安的人才储备
水平高，西北地区的市场有巨大的潜

力。未来公司将在陕西谋求更多的合
作发展机会。

与世界握手，与各国成长。一路
走来，杨凌农高会吸引着来自美国、澳
大利亚、巴西、韩国等多个国家（地区）
上千家参展商，借助农高会，各国之间
的技术对接更加便捷，国外的技术、先
进的设备进入国内，国内的技术、先进
的设备也不断走向世界。与此同时，
杨凌示范区已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农业科技与产业合作关系，建成投
用多边国际合作平台 13个，组织实施
国际项目 120多个，农科城的国际“朋
友圈”不断扩大。

以“新时代、新驱动、新农业”为主
题的第25届中国杨凌农高会即将来临，
农高会不仅是一个对外交流合作和科
技示范推广的重要平台，也是杨凌履行
国家使命的重要载体。自举办以来，累
计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
马来西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
家涉农企业和科教单位参展，2780多万
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累计促成投资与
交易额8400多亿元。如今，杨凌农高会
已经成为“专家教授认可、农业企业信
赖、广大农民喜爱”的农业科技盛会。

本报记者张维

成功举办24届 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迄今已有2800万人次参展参会

本报讯（记者张维）由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陕
西省科技厅、陕西省农业厅、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主办的第25届农高会第二届杨凌
国际种业创新论坛将举行，论坛以“国际
种业前沿技术与创新分享”为主题，以打
造最前沿、最高端的国际种业创新交流
平台为目标，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分享全
球最新种业技术成果与产业趋势。

论坛突出国际化、高层次，来自先
正达、陶氏杜邦（科迪华）、拜耳等顶级
种业企业及行业组织的科学家将出席
本次论坛。

本报讯（记者张维）记者昨日了解
到，本届农高会共设4个室内展馆、4个室
外展区，总展览面积18.2万平方米，设国
际标准展位2388个。展馆不同，展示亮
点有别。提醒逛会群众和客商提前做好

“功课”，以免跑冤枉路。
现代农业种业展设在A馆，主要举

办现代农业种业展、食用菌种业展及“一
带一路”国家特色产品展等专题展览。
农业产业与技术展设在B馆，主要举办农
业高新技术成果展、外省（区、市）及省内
各市（区）特色现代农业创新展、陕西名
优新特农产品展等涉农专题展览。

国际农业合作展设在C馆，主要举
办主宾国农业展、主宾省农业展、国家有
关部委展、国际种业展等专题展览。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展设在D馆，主要举办
省内各市（区）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展、
驻村第一书记工作成果展等专题展览。
农业机械展区设在E区，主要举办国内外
农业机械、工程机械展览及交易。

农业双创展区设在F区，以示范区
“众创田园”为平台，举办创客创新创业
展、杨凌现代农庄集群展，展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最新成果。现代农业示
范园展区设在G区，以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创新园为主。农产品展销区设在H区，
主要举办名特优农副产品展销活动。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
郭珂）第25届农高会将于今年11月5日
至9日在杨凌示范区举办，记者昨日从西
安两大客运站获悉，杨凌农高会的乘车
绿色通道开通，全天不间断流水发车班
次，客满即发。

城西客运站开通了杨凌农高会绿
色通道，网上售票、微信售票、站内自助
售票机及所有售票窗口，均预售30天内
的西安至杨凌车票。由城西客运站发
往杨凌的班车，首班7:20，末班19:50，实
行全天不间断流水发车班次，客满即
发，随到随走。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于 6:30——17:
00之间，每间隔25分钟一班车，坐满即
走。乘客可提前 10 日通过网络、自助
机、售票窗口等方式进行购票。同时，
该站也为杨凌农高会开通绿色快速通
道，以方便携带树苗、花卉、苗圃的乘客
快速进站、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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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飞波 摄

借农高会谋全球合作

“樱桃成熟季节，看到村里农户种
植的500多亩樱桃销路比较传统，而且
单一，农户基本早上采摘完樱桃拿到集
市去卖，但并不一定能全部卖掉，放到
第二天就不新鲜了。”铜川青年齐建科
发现这个现象，便琢磨着走电商的路
子，为农户尽快出售樱桃寻找新路。“通
过电商销售樱桃，不但节省时间，而且
农户一次就可以出售上百斤，不用像过
去那样摘下来一点点在集市、路边等销
售，而且线上比线下的行情好，这样也
为农户带来了增收。”为将农户手上的
更多水果销售的更远，这几天，齐建科
几乎每天连轴转，张罗着在农高会上觅
得更大商机，这已是他第五年将农产品

通过农高会的平台推向市场。“前几次
参加农高会，结识了300多名固定客户，
有山东、安徽、河北等地的顾客，平时消
费都从我们的电商平台交易，还有不少
农户种植了我们的果树苗，现在已经有
了收益。”齐建科介绍说，尤其是每年苹
果这张陕西名片带到农高会现场后，赚
取为数不少逛会者的眼球。

无独有偶，除了农产品在农高会上
备受关注，以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农业
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涉农工业规模、产
业结构也进一步得到优化和升级，近年
来，像美国嘉吉、葡萄牙阿莫林、荷兰林
德森、德国萨诺、法国CBE等一大批外
资企业也纷纷进驻杨凌，招商引资额累

计突破20亿元，合同利用外资超过3.5
亿美元。

成功举办了24届的杨凌农高会，累
计吸引来自全国以及7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上万家涉农企业和科研单位参展，
近2800万客商和农民朋友参展参会，促
成投资交易额8400多亿元，已经成为国
家的农业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和国际农
业合作的重要平台，被誉为“中国农业
的奥林匹克盛会”，荣获国际展览业协
会认证和“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已
跃升到 871.19亿元。如今，农高会借

“品牌优势”谋“全球合作”，借“展会模
式”创“杨凌速度”的态势，成为杨凌追
赶超越的鲜明亮点。

从展会效应看农民蝶变之路

“过去一条西农路、一条商业街是主
要的城区道路，1997年示范区成立后，大
幅提升城区基础及民生保障设施建设，
城市建成区由3.6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
方公里，主城区建设发展框架基本形
成。新建了杨凌火车站、汽车站、高铁
站、铁路货运站，群众出行一下子便捷多
了，最主要的是农产品生产运输条件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每年举办
的农高会，让周边群众在农闲季节也能
找到致富的路子。”徐敏强是土生土长的
杨凌人，60多岁的他亲历了农高会效应
为当地发展带来的蝶变之路。令他记忆
犹新的是，过去这个季节，村里人除了做

一些简单粗放的手工活，收入杯水车
薪。“那时候村里的妇女在家除了做饭，
闲暇时靠钩手套补贴家用，男性劳力编
织竹筐，常常为销售不出去犯愁。”徐敏
强说，自从通过杨凌农高会了解到良种
红薯、辣椒等品种的市场前景后，家里的
6亩地一下成了金土地。”认准了培育良
种这条致富路，从此也与农高会结下了
不解之缘。20多年来，通过在农高会上
取经充电，徐敏强种植的良种从一个增
加到几十个，种苗从省内卖到了山西、甘
肃等地，家庭人均收入成倍增加，手头有
了结余，徐敏强的家也从土木结构的房
子变成了两层楼房。

的确，通过农高会，关中黑猪走出“关
中”；通过农高会，杨凌油菜良种远播皖中
大县；通过农高会，以色列世亚工程设备
公司很快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其先进的畜
牧养殖机械深受西部牧民的欢迎。

改革开放初期，杨凌仅为一个拥有
8.4万人口的小镇，入驻的十大科教单
位就是主要城区人口，几百米长的一条
商业街是农科教人员的主要生活服务
供给场所，经济基础非常薄弱。2017年
杨凌示范区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达到
38336元和 16344元，居全省第二。在
全省率先实现城乡政策一体化、公交一
体化、户籍登记一体化。

劲吹国际风彰显国际范

“中国发展潜力巨大，‘一带一路’
带来很多商机，帮助我们寻找合作伙
伴，打开中国西部市场。”这是哈萨克斯
坦参展商瓦里汉·安德烈在参加第22届
中国杨凌农高会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的心声，他表示，中国市场对哈萨克斯
坦商人而言，有很强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商机涵盖了
亚洲、欧洲多个国家。多次参加农高会
的荷兰客商表示，如今陕西的地位越来
越明显，公司十分重视陕西这块市场。
陕西地理位置非常好，往西北包括甘
肃、新疆等连接中亚，西安的人才储备
水平高，西北地区的市场有巨大的潜

力。未来公司将在陕西谋求更多的合
作发展机会。

与世界握手，与各国成长。一路
走来，杨凌农高会吸引着来自美国、澳
大利亚、巴西、韩国等多个国家（地区）
上千家参展商，借助农高会，各国之间
的技术对接更加便捷，国外的技术、先
进的设备进入国内，国内的技术、先进
的设备也不断走向世界。与此同时，
杨凌示范区已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
立农业科技与产业合作关系，建成投
用多边国际合作平台 13个，组织实施
国际项目 120多个，农科城的国际“朋
友圈”不断扩大。

以“新时代、新驱动、新农业”为主
题的第25届中国杨凌农高会即将来临，
农高会不仅是一个对外交流合作和科
技示范推广的重要平台，也是杨凌履行
国家使命的重要载体。自举办以来，累
计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
马来西亚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
家涉农企业和科教单位参展，2780多万
客商和群众参展参会，累计促成投资与
交易额8400多亿元。如今，杨凌农高会
已经成为“专家教授认可、农业企业信
赖、广大农民喜爱”的农业科技盛会。

本报记者张维

成功举办24届 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迄今已有2800万人次参展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