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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战脱贫攻坚贡献更多品牌力量
文︱ 听  涛

“我们的绿茶、红茶和白茶产品都是当地特色的含硒茶叶，但是作为贫困地区的中小型企业，想要自家

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打出品牌真的很困难。”在今年农民丰收节主会场举行的贫困地区农产品展销活动上，

来自湖北咸丰县的袁长青作为恩施自治州的代表带着自家的长青富硒茶叶产品参加了活动。对于如此难得的

品牌展示推介、产销对接的机会，袁长青非常珍惜。

与袁长青面临的情况相同，中国多数的贫困地区都在西南、西北农村，这些区域多地处边陲或高原腹地，

有着丰富的物种资源、传统农耕文化资源、区域特色自然资源，但其区域及各类产业、产品的品牌化程度极低。

至今，这些地区绝大多数的产品，依然以原料为主体进入市场竞争，大面积低价出售区域的各类资源，无法

得到品牌溢价，无法获得品牌价值。

贫困山区土地资源分散和小农产业特征，如何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如何帮助小农户对

接大市场，如何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如何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等，都迫切需要将品牌

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品牌扶贫为产业发展夯基垒台、为乡村振兴立柱架梁。而如今的市场趋势是“酒香也

怕巷子深”，这让品牌传播成为品牌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当今时代，没有传播就没有品牌，没有传播

就没有产品的市场价值。一些贫困地区，资源丰富、产品优质，但就是无法突破时空障碍，为消费者所了解。

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品牌宣传推广的职能，为贫困地区的农业品牌推广搭建更多

的平台、沟通更多的渠道。2018 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决定

从区域品牌 , 企业品牌 , 农产品品牌三个层面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作为我国农产品交易会的“领头羊”，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从 2016 年开始以品牌强农为主题，聚焦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相继举办了省部长推介、

名人公益推介、农民推介、市县长推介等品牌专场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 年，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

在农交会上向社会推介了 30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今年第十八届农交会还将首次面向社会推介农业企业

品牌。

像这样“国家级”品牌推介平台还远不能满足我国贫困地区优质、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推广需要，品牌农

业的建设和推广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而作为专业组织，行业协会在其中应该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搭建更多从贫困地区到城市消费市场、从地头到消费者认知的桥梁，紧紧抓住品牌强农的核心，为决战脱贫

攻坚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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