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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 月 21 日正式

发布。这是 21 世纪以来第 18 个指导“三

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出台时机特殊、

意义重大。文件包括 5 个部分 26 条，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决不能，

两个开好局起好步，一个全面加强”。

“两个决不能”就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决不能出问题、粮食安全

决不能出问题。强调设立衔接过渡期，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底线。明确要求“十四五”各

省（区、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提高单产水平，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

“两个开好局起好步”就是农业

现代化、农村现代化都要开好局起好

步。

 “一个全面加强”就是加强党对

“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值得关注的是，文件指出，要充

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

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首先就要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能力。这其中首次明确了“深入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推动品种培优、

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成为重要举措。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新

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围绕

品种、品质、品牌和标准化生产下功

夫，而新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重大任务，更是

为品牌农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历史

契机和更加广阔的舞台。如“接续推

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施脱贫地区

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广泛开展农产

品产销对接活动，深化拓展消费帮

扶”“立足县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

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推进公益性农产品市场和农

产品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开发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完善配套

设施”“优化农产品贸易布局，实施

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支持企业融

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等，无不需要

农业品牌打造的大踏步前进。只有品

牌先行，农业产业的打造、渠道的建

设、功能的拓展、贸易的布局以及融

入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就有了重要基

础。

农业品牌是农产品质量和知名度

的价值体现，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品牌

的打造既要求品种的创新、品质的提

高，更会带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品牌

农业的创新发展，会成为加快农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这使得品牌成为

串联品种、品质和标准化生产的核

心。

推进农业的品牌发展，是提高农

业及农产品实行新消费、新营销、新

流通的适配性基础。对脱贫地区的消

费帮扶，消费主流就是品牌商品，或

者说就是具有科技、文化、生态、地

域含量的农业品牌商品。农产品和农

业企业要提高未来消费、营销、流通

的适配性，进入未来的市场，就需要

把农产品变为商品，把原料农业变为

产品农业，把产品农业变为财富农业，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品牌价值，创

造鲜亮的有竞争力的农业品牌。

农业品牌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金

字招牌，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任务。当前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还有待提高，农业企业要想融入全球

农产品供应链，最根本的还是要打造

农业品牌。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品牌就

是竞争力，品牌就是国际农产品市场

占有率。品牌农业的创新发展，是加

强国际农业合作，特别是农产品贸易

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工作。通过促进农

业品牌创新发展，来提高我国农产品

的竞争力，我国才能从农业大国真正

建成农业强国，跻身于世界农业发展

的大格局。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品牌农业大有可为
文︱ 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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