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垦品牌建设浅析
　许灿光　刘　芳　杨雅娜　付秦有　李世豪

(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北京１００１２２)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助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有力抓手.农垦作

为国有农业经济的骨干和代表,在推进以 “垦区集团

化、农场企业化”为主线的改革中,充分发挥组织化、
规模化、标准化等优势,不断强化品牌建设,积累了一

些经验.尤其是开启中国农垦公共品牌建设以来,通过

抱团发展,初步构建了农垦品牌矩阵,对塑造农垦形

象、提高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通过认真梳理近

几年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结合当前形势,以 “中国农垦

品牌目录”为例,总结归纳农垦品牌建设特点、深入剖

析问题,为农业企业推进品牌建设提供借鉴.

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

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农业作为中国立国之本,其发展历史可以归纳为

三个阶段:传统农业、工业化农业和现代农业.当前

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
离真正实现农业的全面现代化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到的 “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启示我们要以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加快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品牌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

垦作为中国现代农业 “国家队”,是推进中国特色新

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中理应

发挥带头作用.近年来,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集中

整合资源,充分利用农垦 “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的基础优势,推进以 “中国农垦公共品牌为核

心、农垦系统品牌联合舰队为依托”的中国农垦品牌建

设,农垦品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为加快实现

农业现代化贡献了品牌强农的农垦力量.

２　农业品牌发展形势和机遇

迈入 “十四五”启航新征程,未来五年是中国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期,
也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的关键期.农业品牌

建设作为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重要抓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发力

点,将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对于具有规模化、
组织化、标准化发展优势的中国农垦,在政策红利

的不断加持下,若能因势利导,迎合市场需求,必

定能够脱颖而出,打响农业 “国家队”这张靓丽的

名片.

２１　政策方面

２１１　 “三品一标”开启农业品牌建设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品种培 优、品 质 提 升、品 牌 打 造 和 标 准 化 生 产.

２０２１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 «农业生产 “三品一

标”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决定实施农业生产 “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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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提升行动,推进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

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并将其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的重要一品,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建设,
有利于调优品种、调高品质、调绿模式,补齐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短板,促进农业产业链、
供应链和价值链全面提升.方案中关于培育知名品

牌、建立农业品牌标准、加强品牌管理、建立农业

品牌评价体系、强化农业品牌监管、促进品牌营销

等表述为新时代农业品牌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将

开启农业品牌建设新阶段.农垦在 “三品一标”品

种培优、品质提升和标准化生产三方面的优势明显,
为打造农垦品牌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２１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为

农业品牌发展保驾护航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后, “三农”工作重

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９日,
第一部以乡村振兴命名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出台.第二章产

业发展第十三条规定: “国家采取措施优化农业生产

力布局,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推动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推动农业

对外开放,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第二十

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国有农 (林、牧、
渔)场规划建设,推进国有农 (林、牧、渔)场现代

农业发展,鼓励国有农 (林、牧、渔)场在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品牌打造、国

有农场发展等内容的立法,为下一步农垦品牌建设工

作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２２　市场方面

２２１　双循环新格局要求农业品牌化才能更好与市

场接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当

前中国农业品牌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家内在经济发展

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的使命和

要求.加快农业品牌建设,有利于发挥品牌引领、创

造、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提供动力和支撑.中国农业农村开放发展的步伐也将

迈得更大、更快,这就要求必须加快品牌化发展,才

能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顺应国内品牌化消费趋

势,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２２２　农业品牌消费快速增长的新格局在逐步形成

２０２０年,在农业农村部指导下,中国农业大学联

合阿里研究院,跟踪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中国农业品牌目

录３００个区域公用品牌在电商平台的销售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年３００个品牌的成交单数达到５６６０万笔,较

２０１８年增长约２５％,品牌产品销售额达到４２亿元,
较２０１８年增长近２０％,复购单数较２０１９年增长

１１％,８０后消费者成为品牌产品的消费主力,００后

消费主体占比快速增长,这表明消费者对品牌农产品

的忠诚度在逐年提高,品牌化农产品的知名品牌需求

在不断增加,农产品市场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３　农垦品牌建设主要做法和经验

通过近几年农垦系统各单位的合力打造和培育,
社会对农垦的整体认知不断提升,一批有实力的垦

区集团品牌、企业品牌在农业品牌发展中的地位不

断提升,农垦系统形成了以中国农垦公共品牌为核

心,垦区 (集团)公共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

共同构成的品牌矩阵.世界实验室公布的 «２０２１年

度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中 (表１),农垦品牌有

１３个,约占农业、食品饮料类别的１４％.

表１　农垦品牌入选 «２０２１年度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

品牌»情况

排名 品牌名称
品牌价值

(亿元)
主营行业

４９ 北大荒 １４３９８５ 农业

７８ 首农 ７１９７２ 农业、食品

１４３ 光明 ５３４６５ 食品饮料

１６１ 九三 ５０９５６ 食品饮料

１７１ 完达山 ４６２８７ 食品饮料

１９７ 三元 ３６５９２ 食品饮料

３０１ 梅林 ２３７５４ 食品饮料

３０７ 王朝 ２３４７２ 食品饮料

３１６ 古船 ２３０６２ 食品饮料

４０３ 大红门 １１６５７ 食品饮料

４１１ 冠生园 １１４７３ 食品饮料

４５７ 大白兔 ９９３５ 食品饮料

４８８ 亲民食品 ５５２６ 食品饮料

　　资料来源:世界品牌实验室 «２０２１年度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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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注重品牌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中国农垦标识管理制度体系,由中国农垦

经济发展中心制定出台 «中国农垦标识管理办法

(试行)»及相关实施细则,以标识规范化促进中国

农垦品牌制度完善.加强标识授权管理,对京东等

１６家电商平台开设中国农垦官方旗舰店、１５家垦区

线下门店使用中国农垦标识进行规范授权.各垦区

如北京农垦建立了以 “首农为母品牌,１３个中华老

字号、１９个北京老字号、３９个知名品牌”为主要成

员的品牌架构;黑龙江农垦逐步建立起以 “北大荒

为公共品牌,九三、完达山、亲民等企业品牌,九

三绿色、胜利长乐等产品品牌”组成的品牌舰队.
农垦品牌建设顶层设计思路清晰、定位明确,品牌

管理体系日趋完善.

３２　注重品牌培育保护和发展体系构建

建立中国农垦品牌目录制度,由中国农垦经济

发展中心制定出台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管理规程

(试行)»,设立准入标准,向各垦区进行品牌征集.
向社会公开发布目录品牌,同时建立百度百科、搜

狗百科、互动百科索引,编印手册宣传推介.该制

度的建立,能够有效梳理农垦系统品牌建设实际情

况,有利于增进消费者对农垦品牌的了解和认知,
引导农垦企业规范化、标准化开展品牌建设,加强

品牌培育保护和发展,提升农垦品牌尤其是目录品

牌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３３　注重品牌文化的挖掘和传播

文化是品牌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如何有效传

播非常重要.在推进中国农垦品牌建设中,通过深

入挖掘品牌文化,开发视觉IP体系,初步形成中国

农垦系列IP形象,并推出中国农垦、中国农垦茶产

业联盟等宣传片及中国农垦四季卡通形象.同时,
为浓厚文化底蕴,向各垦区征集品牌故事,联合中

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 «品味农垦———中国农垦品牌

故事»一书,大力传播农垦文化和品牌内涵.此外,
部分垦区也结合各自特色,研究自身特有文化并将

其融入品牌建设,如２０２１年的春季糖酒会,呼伦贝

尔农垦发布品牌IP,推介具有垦区特色的阿吉、乐

琪卡通形象大使,开发微信表情包,创新弘扬品牌

文化.

３４　注重搭建多样化的品牌营销推介平台

营销推介是树立品牌形象和提升品牌知名度的

重要途径.近几年来,为引导农垦企业创新营销方

式,多渠道推广,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尝试搭建

组团参展、特色发布推介活动等多种形式,形成了

多样化的营销推介体系.围绕农垦产业发展特点,
组织农垦企业以中国农垦整体形象参加农交会、糖

酒会、茶博会等专业展会,开发中国农垦电商资

源平台,线上线下搭建平台鼓励企业多形式展示

推介,助力企业拓宽营销渠道.结合中国农民丰

收节,连续４年举办农垦系列活动,激发广大职

工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性,展 现 农 垦 “国 家 队” 风

采.根据年度特色,策划中国农垦品牌发布推介

活动,发布品牌发展年度报告,总结品牌发展成

效和特点,展望发展方向,凝聚发展合力.以建

党１００周年为契机,策划举办建党１００周年暨南

泥湾大生产８０周年纪念活动,打造有效传递农垦

品牌价值的推介平台.

４　从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看农垦品牌建设

特点及问题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于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分

别面向集团化垦区和非集团化垦区开展征集.依据

一定的收录标准,通过各垦区积极申报,两批共收

录涵盖３１个垦区２０６家企业的品牌３０９个,其中垦

区 (集团)公共品牌８个,企业品牌１０９个,产品

品牌１９２个.从收录情况看,呈现以下特点.

４１　农垦品牌建设质量水平较高

农垦深化改革工作开展以来,随着垦区集团化、
农场企业化,农垦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一些市场知名度高、消费者认可的知名品牌

如雨后春笋,农垦品牌建设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水平

相对较高.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收录品牌中,１１
个品牌获得中华老字号,２２个品牌是中国驰名商

标,５５个是省级著名商标,３９个获得省级知名品牌

及其他荣誉,品牌的整体建设水平显著提升.

４２　集团化和非集团垦区品牌化程度存在差异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两批共收录了３１个垦区

的３０９个品牌,集团化垦区品牌２４３个,占比７９％.
其中,垦区 (集团)公共品牌 ８个,占比１００％;
企业品牌８２个,占比７５％;产品品牌１５３个,占比

８０％.总体来看,集团化垦区品牌化发展较快,尤

其是８个建立垦区 (集团)公共品牌的垦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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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母子品牌体系.

４３　农垦品牌涵盖类别广泛,全品类特征明显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中,仅１９２个产品品牌其

涵盖范围就包括粮油、果蔬、食品饮料、茶叶、乳

业等多个领域,其中粮油类５０个、果蔬类３５个、
食品饮料３５个,占所有收录类别６３％.与 «中国农

业品牌目录２０１９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３００个、１１
个门类相比,农垦品牌全品类特征明显.

４４　各垦区品牌类别特点彰显了农垦产业特色和责

任使命

北京农垦的古船、黑六、金星鸭等２１个品牌,
天津农垦的桂顺斋、利民、迎宾等１２个品牌,以食

品为主,主要涉及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肉案子,
体现了城市重要农副产品供应保障的功能;海南农

垦３３个品牌中,美联、好舒福等６个品牌是基于垦

区橡胶产业发展建立的关联产品品牌,体现了垦区

地域特点;黑龙江农垦的北大荒、九三绿色、胜利

长乐等３１个品牌中,有２１个是米面油类,体现了

垦区的粮食安全保障和商品粮供应功能.

４５　农垦标准化生产程度高,品牌打造空间大

收录的品牌中,７１个获得绿色食品认证,３０个

获得有机农产品认证,１８个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４５个纳入农垦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农垦整体标

准化程度高,品质打造基础好,品牌建设底子厚.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缺乏品牌发展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品

牌目录收录的８个垦区 (集团)公共品牌,只有少

数垦区建立了完整清晰的品牌框架结构,对本垦区

所属品牌类别、数量、结构进行过深入分析研究,
多数架构体系不明确;一些非集团化垦区,所属农

场或企业品牌哪些是农垦系统自有、有多少品牌等

底数不清.
第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定位不够清晰.目

录中的１０９个企业品牌和１９２个产品品牌中,４８个

品牌既是企业品牌又是产品品牌.
第三,品牌营销力度和创新性不够.部分品牌

处于仅在产品包装使用状态,推介只针对产品,没

有强化品牌概念.甚至个别品牌只是进行了商标注

册,认为注册了就可以受到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

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

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

该注册商标.”因此,品牌是需要长期投入、持续打

造和精心培育的,注册商标不能等同于品牌.
第四,过度依赖地标或区域公用品牌,对企业

自身品牌发展重视不够.地标或区域公用品牌由于

其地域特色提高了产品的溢价能力,但在利用这个

优势进行宣传时企业把其混淆为自己的品牌,从而

忽略了对自身品牌的打造和培育.
第五,品牌价值内涵有待进一步挖掘.申报中

国农垦品牌目录的个别品牌,注册商标简单,品牌

释义单一,没有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尤其是没有

对农垦的文化予以深加工,这就使得品牌价值传递、
营销推介缺乏认知度.

５　农垦品牌建设的几点建议

５１　明确定位,建立清晰规范的品牌体系

公共品牌具备资源整合和组织联动优势,能够

引领垦区主要优势产业发展.企业品牌与之相比,
具有 “专属性”,是由某家企业组织或个人独自拥有

的,品牌建设主体明确,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

性,企业对建设和维护品牌的热情更高,比如六必

居、大红门等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只聚焦于某种产

品,指向的是某类具体产品的品牌,是企业重点培

育的品牌,优秀的产品品牌可以助力塑造良好的企

业品牌形象,如三元极致就属于产品品牌.农垦应

加强对以上三类品牌的差异化研究,根据垦区特点,
进行顶层设计,建立清晰规范的品牌架构体系,激

发各类品牌的独特作用.

５２　加强标准认证,提高品牌建设标准

相比民营企业,农垦企业的标准化认证程度还

是比较高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全国新认证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２２万个,全国农业企业

对农产品标准化建设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升.农垦

系统近两年通过建立中国农垦乳业、稻米等团体标

准,建立了高于国标的更高标准.因此,农垦企业

需要加强团体标准认证,进一步提高标准化、规模

化生产能力.同时,中国农垦品牌目录也应逐步完

善收录和管理标准,促使企业加快品牌标准化、规

范化创建进程.

５３　数字化赋能,创新营销方式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为农业品牌建设注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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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农垦的品牌发展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充

分利用大数据赋能,借助知名电商平台数字化能力,
做到营销数字化,根据精准用户群体打造产品,并

进行精准推介品牌、推送产品,促进产品产销精准

对接.以营销数字化推动标准化的供应链,改造种

植、储藏等环节,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５４　增强品牌保护意识

商标注册是品牌建设的基础工作.在推进品牌

建设过程中,某些企业经常使用、宣传推介的品牌

商标,出现被人抢注、不符合商标注册要求等情况.
例如,检索中国商标网发现,已注册的商标名称中

含 “农垦”二字的就达１２００多个,其中很大一部分

为非农垦企业注册.因此,企业开展品牌建设,需

要提前规划商标名称、图形等,以方便注册.对于

一些带有地域名字的注册如短期注册有困难,可先

申请知识产权保护,防止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侵权.
在商标使用过程中,也需严格按照注册的颜色、形

状等规范使用,既要做到不随意改变商标,又要有

利于树立统一的品牌形象.

６　结语

当前,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

的新阶段,“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已成

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

振兴的战略需要.要实现品牌强农,就要把品牌建

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使之成为助推农业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农垦作为中国特

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在打造 “三品一标”
品牌方面优势明显,近几年品牌发展建设成果显著,
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提升.对于品牌建设过程存在

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各垦区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认

识,认真研究 «中国农垦品牌目录»收录的一些优

秀品牌建设经验做法,挖掘特色亮点,不断提升农

垦品牌建设水平,共同把 “中国农垦”这块金字招

牌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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