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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强农 声入人心
文︱ 听  涛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林省考

察。习近平首先来到地处松辽平原腹地的梨树县，在国家

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

听取吉林省和梨树县农业发展及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情况

汇报。他强调，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

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

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

农业综合经营效益。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

作社模式。希望乡亲们再接再厉，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

众所周知，经过数年发展，如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中坚力量，不仅在农

业规模化、科技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断强化的

品牌发展意识更是成为我国品牌农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据统计，2018 年 43.7%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实施标准

化生产和服务，29.6%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拥有自主品牌，

65.5%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注册了商标，49.9% 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有产品通过了无公害、绿色或有机食品认证。一大

批农产品品牌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而最新发布的《中国农

业品牌发展报告（2020）》中显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

品牌建设蓬勃发展，在国家农业农民合作社示范社中，社

均拥有一个注册商标、约两项农产品质量认证。可以说，

品牌化发展如今已然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可动摇的重

要思路。合作社品牌化建设的推进更是对提高我国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合作社产品市场竞

争力；带动农业增效、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品牌是产品进入市场的钥匙。品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

商标标志，而成为以一种信誉标志，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品牌不仅仅是一

种产品或服务，而将成为一种象征。在许多国际知名农产

品品牌背后都是强大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支撑。因此，实施

好专业合作社品牌化经营，是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重要途径。

特色农产品发展是农业品牌创建的突破口与重要途径。

发展特色农业可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因为特色农业可以

创造消费热点，抢先一步占领市场，赢得产品时间差，扩

大农产品市场，获得竞争效益。这也是我国在 2019 年建立

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制度，公布了 300 个具有代表性的特色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榜单和影响力指数评价榜单的应有之义。

产品质量是品牌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只有在不断提

高农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誉度增加，

生产出的农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才能被市场认可，才

能被消费者所认知，合作社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向前

发展，品牌才会越来越有“效应”。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各类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品牌的意义对于农业来说弥足珍贵。只有以农民合作社为

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品牌农业建设中扛起大梁，品

牌强农的时代强音才会真正“声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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