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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指针，总是会指向一些耀

眼的时刻，标注着历史的进程。

2021 年，农历牛年，又一个“历

史时刻”，又一个“关键节点”。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小康梦即将实现，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正在召唤我们，我们遇上

这个时代，无比荣光！

回望极不平凡的 2020，面对百年

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广袤的神州

大地，各行各业争分夺秒复工复产，

亿万农民以辛勤的劳动实现粮食生产

“十七连丰”，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这一年，我们不断在“见证历史”

中突破自我，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

我们调整思路、克服各种不利因素，

充分利用互联网，通过远程办公、视

频会议、连线直播、电商平台等线上

和线下结合的手段，持续不断地推介

农业品牌建设工作；我们创新渠道，

让农民丰收节、线上消费季、农产

品直播带货等成为品牌推介的新载

体、品牌发展的新路径，融媒体平

台宣传效果显著，品牌宣传力度明

显增强。

这一年，我们不断在变局中重塑

自我，找寻新的前行方向。让信息多

流动、数据多跑路，为稳供应、稳价格、

稳民生贡献力量，我们牵头搭建了“全

国农产品产销对接公益服务平台”，

在云闪付 App、学习强国 App 和拼多

多等电商平台设立专区，我们创新形

式，让品牌农业国际研讨会、国际蓝

莓品牌大会、国际大米品牌大会在线

上线下持续发声，推动区域公用品牌、

企业品牌、产品品牌“新三品”的知

名度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让农业

品牌建设再上台阶。

这一年，我们不断在改革中淬炼

自我，迎着梦想奔跑。协会自身建设

更加完善，我们按照“突出重点、迅

速转型、提升服务、加速发展” 的工

作思路，“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采用新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迅速

转型。这是农业农村部坚强领导、深

切关怀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关心支持、

鼎力相助的结果，更是协会 4000 余会

员单位和全体同仁凝心聚力、团结奋

斗的结果 ! 

在临近岁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

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

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

重大问题，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

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以梦想为舟，奋斗作桨。秉承服

务“三农” 服务民众的朴实初心，我

们即将开启新的征程。新征程上，我

们要做“孺子牛”，心系“三农”，

敬业奉献，踏实苦干，锤炼出一支信

念坚定、勇于担当、融合聚力的队伍；

我们也要做“开山牛”，秉持着开创

新局的韧劲和闯劲，一路乘风破浪，

汇聚各方更强大的力量，携手同心、 

砥砺同行，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心工作，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主攻流通、主打

品牌”为重点，推进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和品牌强农，坚持为农业、农村

和农民服务，为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农业发展服务，为提高我

国优质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服务，为“三

农” 事业贡献新力量！

这是我们的新时代，这是每个人

的新征程，披荆斩棘，奋力奔跑，山

海可蹈，未来可期！

争朝夕不负韶华  新征程砥砺同行

新春寄语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  黄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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