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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收擦亮农业品牌底色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大地流金，万物呼晴。9 月 23 日，农历秋分，第五个“中国

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自 2018 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 5 年向

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祝贺节日、表示慰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农民群众的关心关切。今年的贺

信，习近平总书记用亲切的话语道出了对粮食安全、农民群众和“三农”干部的关怀牵

挂，以宏阔的视野指明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的方向。

秋分时节，稻谷飘香、蟹肥菊黄、硕果累累，“庆丰收 迎盛会”，各地农民争相“晒

丰收”“秀幸福”，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庆祝活动在沃野田畴开展。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设在

四川成都天府农博园，3000 亩高标准农田，田边还有 5 个稻浪展馆，活动办到田间地头、

办到农民身边，置身稻田庆丰收，沉浸感更足、体验感更强。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丰收节不光热热闹闹、氛围十足，更要在产业带动、品牌打造

推广等方面发力，让农民的节日惠农民、农民的节日农民乐。我国已累计创建 140 个优势

特色产业集群、250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300 多个农业产业强镇、3600 多个“一村

一品”示范村镇。一批乡土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质量效益较高的乡村产业发展高地

正蓬勃发展。要通过农民丰收节带动更多优质特色产品、乡村美丽风光等“出圈”，把乡

土品牌叫响、把农业品牌擦亮。丰收节人气旺、关注度高，是宣传推介农业品牌的重要平

台。每年农民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更是串联城乡、对接产销、城市与乡村共庆丰收、

市民与农民共享丰收喜悦。一批又一批品牌农副产品，通过消费季走入城乡居民的生活。

2018 年至今，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 800 亿元，逐渐成为连接农民与消

费、连通产品与品牌、联合线上与线下的“丰收盛宴”。

丰收节，农民是绝对的主角，而消费则是不变的主题。只有消费，才能让优质农产品

的价值得到体现；只有消费，才能将农耕文化、田园特色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经济动力。今

年的金秋消费季活动将持续 3 个月，预计带动 50 万商家参与，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

等电商企业、直播平台以及新发地等农产品批发市场、物美等商超企业等，将通过打折让

利、流量倾斜、减免费用等方式，开展农产品促销从线下到线上。农业品牌要善于借力发

力，激发市场消费活力，让城乡居民共享丰收喜悦。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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