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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农业要答好“大食物观”这张时代考卷

不仅要有粮吃，还要肉蛋奶果菜样样全，吃得好、吃得健康，这就是总书记在两会上强调的

“要树立大食物观”。3 月 6 日，在政协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

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

行。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

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

构和区域布局。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设施农业要食物，同时要从传统农作物和

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

要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实

现各类食物供求平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是从数量到质量的提升。随着人们消费需求升级，多元、营养、健

康已成为食品消费的基本要求，这也带来农业产业升级、品牌农业发展的大机遇。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以占世界 9% 的耕地、6% 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如今，我国人民一天

就要消耗掉 9.8 万吨油、192 万吨菜和 55 万吨畜禽水产品、7 亿多吨蔬菜，与 70 万吨粮食一样，

构成了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

“大食物观”提示着我们，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与保障粮食

安全一样重要，必不可少。食物来源要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要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

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而这些正是品牌农业的优势点，今后也必将成为品牌农业产业升

级的发力点。

大食物观提示我们，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健康，农业要追求结构的变化，更要追求质的提

高。“菜篮子”“果盘子”“油瓶子”“肉盘子”无论哪一个，品牌化代表的就是质量就是信任。从大

食物观出发，品牌农业建设要加快构建以产品为主线、全程质量控制为核心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体系，加快补齐绿色生产、加工储运、营养品质和分等分级等标准短板，鼓励优势主体创新制

定和实施高标准，推动标准、技术、产业、品牌融合发展。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依托，

高水平打造一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高端品牌和特色品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

费需求。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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