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4  说桑话蚕
      p.24   盐边的亮丽名片——黑金椹  ／ 熊晓英   黄朝举  

P.26  品牌之道
      p.26   培育农产品品牌应从三方面发力  ／ 董洪岩

      p.28   塑强中国农业品牌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 马洪涛

P.31  观 察
      p.31   加强内循环，夯实农业农村这一“环”  ／ 戈旭皎

目录／ 2020.12   总第 087 期

P.05  特别关注
      p.05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指南 ／ 朱保成

      p.09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第六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在河北正定举行 ／ 杨  雪

P.11  专 题 
      p.11   共建共享 开创全球农业贸易合作新格局

                2020 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召开 ／麦  子

      p.14   展示成果 促进贸易 推动发展

                ——第二十一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有机食品博览会在厦门成功举办 ／周小英

      p.18   在新的起点推动绿色食品事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发展绿色食品，助力乡村振兴”研讨会 ／宏  伟

      

P.34  本期人物 
      p.34   吴占文：锚定蛋白桑产业 ／杨   雪

P.38  品牌故事
      p.38   风吹稻浪米花香

                   ——记云南省开远市乡村振兴带头人李文祥  ／ 李雪琼

      p.41   做生态苹果行业标准的践行者

                   ——记山东悦多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楠  ／ 周小英

P.45  优质农产品采撷
      p.45   遇见莓茶 ／李亚洲

      p.49   蟠桃大姜，“姜”山如此多娇 ／姜言芳



P.53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巡礼
                p.53   “罗汉果之乡”靠特色优势推动区域发展  ／建  忠

P.56  吃个明白
                p.56   柿果——是秀色可餐的“天赐礼物”？

                                还是魅惑人间的“奇异妖果”？ ／周 菲   李颖芳   朱 毅

P.60  邮轮食品 
                p.60    疫后华南邮轮市场展望与布局

                                  ——第三届广州邮轮发展圆桌会在南沙举行

P.63  农艺与农机
                p.63   更精、更快、更智能

                                ——带您近看 2020 中国国际农机展 ／杨  雪

                p.68   提升大米品质 适用农机或是条捷径

                               ——漫谈农机与农艺对大米品质的影响 ／柳  琪

                p.71   农机地头展走进药都安国

                               ——全国中药材生产机械化大会暨河北省农机推广

                               “田间日”成功举办 ／特约撰稿  苑同宝

P.74  大视野
                p.74   大健康领域辟出中国茶的新蓝海

                          ——“后疫情时代中国茶业走进大健康”主题论坛掠影 ／秀  云

P.76  区块链农业
                    p.76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溯源现实困境、

                                内在逻辑及推进路径研究 ／马德印  李 刚   赵 明   狄甲军

P.81  养生之道 
          p.81   三种“低碳饮食”哪种适合你 ／刘淑敏

P.83  农耕文明
          p.83   中国古代的伟大农业科学家  ／李伟娜

P.86  他山之石
                p.86   法国牛奶生产配额制取消后现状  ／张  梅

P.90  多棱镜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

社长

总编辑、出版人

执行总编辑

副社长

副总编辑

编辑部主任

运营总监

策划总监

微信公众号

记者

特约撰稿

编辑

美术编辑

视觉设计

采编部电话

投稿邮箱

广告部电话

 传真

地址

邮编

法律顾问

电话

多媒体支持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国外发行

期刊出版许可证

广告发布登记

印刷

出版日期

零售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陈邦勋

黄竞仪

宋   毅

王洪江  张   平 

张丽四  岳春利  张学珍

张学珍（兼）

刘向坤

杨   雪

杨   雪

周小英

苑同宝   戈旭皎    

程   燕   卫晋津

王继红

北京雨点育英科技有限公司

010-64827485-626

yzncptg@126.com

010-64820223   85864865

010-6482031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科海福林大厦 4 层

100081

北京市京翰（太原）律师事务所  苏长玲

0351-4162067

中国品牌农业网（www.zgppny.com）

ISSN 2095-6452

CN 10-1159/S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信箱 399）

京期出证字第 2767 号

京朝市监广登字 20190016 号

天津鑫浩林云印科技有限公司

每月 5 日

人民币 18 元

如遇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将期刊寄回编辑部，我们将负责调换。 本刊图片除作者提供外，其他均来自摄图网。（本刊图文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优质农产品》编辑委员会

主   任：朱保成

常务副主任：陈邦勋  黄竞仪

副主任：陈萌山   刘新录   张华荣   胡乐鸣   宋    毅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广德福    王    谨    王小兵    申保珍    闫    石    刘友法   

刘艳涛    刘爱芳    关锐捷    张天佐    张以山    张延秋

张丽四    林    峰    赵计海    唐    珂    彭小元    谢建民

曾衍德    傅雪柳    詹慧龙    廖西元    潘文博 

《优质农产品》杂志理事会

理事长

中植企业集团  董事局主席 解直锟

副理事长

中优农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Calvin Teng

石家庄市惠康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会杰

上海国际食品城  董事长 郑建武

京福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孙文彬

黑龙江金玛农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克俭 

湖北老农民高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传举

上海兆祥邮轮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庄兆祥 

句容市东方紫酒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庆国  

杭州志合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行动指南

2020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全

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习近平总书记

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

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

简称《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

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10 月 29 日，新华社发布了全会公

报。11 月 3 日，新华社授权播发了规

划《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明。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传达学习贯彻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我根据新华社

对规划《建议》的解读和农业农村部

常务会议关于传达学习五中全会精神

的部署要求谈谈学习体会。

一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制定的规

划《建议》，共 15 个部分、60 条、约

2 万字，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

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

指南。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这份新时代新征程的

逐梦蓝图不仅关乎 14 亿中国人民的未

来福祉，更将为全世界发展带来更多

“中国机遇”！新华社记者用“一个

奋斗目标”“统筹两件大事”“三个

‘新’贯穿全文”“四个全面”新布局、

“五大新发展理念”“六个发展目标”

进行了解读。

一个新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十四五”将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吹响了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 编者按：11 月 7 日，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河北正定召开。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农业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原农业部纪检组组长、中国优农协会第五届理

事会会长、中国丝绸桑蚕品牌集群主席朱保成应邀莅临会议，为会议全体代表做了学习中共中央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学习辅导报告。朱保成主席深入浅出的宣讲，为大家深入领会全会精神，指导中国优农协会今后的工

作具有重要意义。本刊特全文刊登，以飨读者。

斗目标做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

排。作为这一战略安排的具体落实，

规划《建议》通过 9 个方面的具体描绘，

勾勒出一幅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美好画卷。

文︱朱保成

2020 年 11 月刊（总第 086 期）第

6 页《战斗英雄史光柱走进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一文中，“绿色食品中心

党委副书记唐泓”应为“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唐泓”，特此更正并

致以诚挚歉意。

2020 年 9 月刊（总第 084 期）封

二及第 30 页《刘登峰：跨界而来，“后

浪”的品牌农业之道》一文中，刘登峰

职务“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电

子商务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农物

集创始人”的表述错误，特更正为“北

京农物集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登峰”。

                            本刊编辑部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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