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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品牌农业建设的大旗
文︱ 听  涛

品牌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品牌发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农业农村部提出，要

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科教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提

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品牌引领作用更为凸显。品牌是

农业竞争力的核心标志，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

村振兴的关键支撑。“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已经成为当

前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

农业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生产管理、流通

加工、质量标准、绿色生态、科学管理、农耕文化等诸多

领域。当前，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已形成广泛共识，各级政

府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形成

了政府强力推动、企业自主创建、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局

面。

当前是我国农业品牌建设的关键期，农业品牌建设力

度空前、进程加速，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新

三品”协同发展，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有了很大提升，这其

中各级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政

府引导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无论是从品牌发展历程还是国

际经验来看，都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前我国农业品牌

建设的主体力量仍然薄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农业品牌建设进程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但自身品牌建设能力也存在不足。

行业协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

并为其提供服务、咨询、沟通、监督等的社会公益组织。

在我国农业品牌建设中，行业协会在基础研究、品牌服务、

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

务协会（以下简称中国优农协会）作为服务“三农”的社

会公益组织，紧紧围绕协会宗旨和农业农村部的重点工作，

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建设，为增强全社会

的品牌意识、营造农业品牌发展的有利环境、促进我国品

牌农产品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国优农协会以

“主攻流通、主打品牌”的工作重心，举办品牌农商大会、

国际研讨会和各类展会推介体验活动，探索品牌发展新路

径，支持各地举办区域性农产品展会和推介会，挖掘培育

众多特色品牌，开展保护知识产权实践，展开标准制定和

研究工作，运用区块链、VR 技术搭建大数据信任平台；发

挥行业优势积极参与精准脱贫攻坚战，开展“一县一品品

牌扶贫工程”等，为促进农业品牌发展，创建了诸多新载体，

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在我国农业品牌建设的关键时期，协会要勇于挑起品

牌农业建设的大旗，在新标准的制定、新技术的探索应用、

新理念的推广、新平台的搭建等方面将发挥重要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一方面，加快建立农产品电商上线标准、健全

农产品溯源体系，探索农产品保险，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食品安全，整合、利用现有工作基础和平台资源，加强

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信息的采集、分析和共

享，完善全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等；另一方面，

建设“农产品产销对接大数据”为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引导

生产提供市场价格、需求、交易风险、预期指数等大数据，

推动农村大数据增信等，一头连接政府、一头牵起企业和

农户，为品牌理念、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全面提升贡献力量，

赋予农业品牌发展持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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