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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党的

二十大之后召开的第一个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

议，也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

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要铆足干劲，抓

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而努力奋斗。

响鼓重槌、快马加鞭，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是对建设农业强国发出的动员令、集结令、进

军令。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农先要强起来。当前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板

和短腿，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

大。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

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

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

协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参与乡村振兴，是实干成长、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途径和广阔舞台。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宗旨，发挥专业服务和行业资源优势，承担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做

好机制完善、消费帮扶、产业帮扶、人才培育、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三农工作千头万绪，

协会始终坚持服务“流通、品牌”。品牌是质量、技术、信誉和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竞争力

的核心标志、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流通是产业振兴的重点，是稳供给

的关键，也是城乡协调发展的核心。抓好这两点，通过品牌优势拉动优质资源的聚集，促进

产业前后延伸、首尾相连、纵横配套，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

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打造创新融合的流通模式，实现公益性与市场化相

结合、线下物流与线上营销相结合、产地市场与城镇流通体系相结合。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

载体，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模式，形成创新链融合、价值链互补、供应链协同、数据

链共享、产业链贯通的产业新体系。我们要通过服务创新技术推广、优化资源配置、传递品

牌价值、促进产业融合、推动产业转型等，产销对接、品牌宣传、技术交流等多种活动统筹

推进，畅通流通、塑强品牌，农业现代化的根基就能夯实，农业强国的建设就能行稳致远。

让我们秉承初心，同心协力，以生态经济发展为主题，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产业转型

升级为目标，在新的一年里为全面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 构建优势互补、良性互

动、合作共赢的优质农产品产业服务新生态而不懈奋斗！

文︱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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