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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聚品牌农业蓬勃向上的力量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种下 “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这棵梧桐树，引

来各国农业精英在此风云际会，十年间积聚起中国农业品牌向上发展的勃勃生机。

说十年弹指一挥间，或因未曾体会过创业艰辛。实干者负重前行后回头再望，十

年兼程多少事，历历在目怎能忘？ 

好在时间永远不会辜负追梦人，岁月总在悄悄奖励奋斗者。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

讨会经过十年发展，笃行致远，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品牌走出去、国外优质农产品

走进来的绝佳平台。

与此同时，研讨会也成为汇聚品牌思想、探索品牌之道的国际性交流媒介。十年来，

我们在此与世界各国的农业人共同就“信任创造价值（2014 年）”“农商融合与发展

（2015 年）”“全球互联与国际品牌合作（2016 年）”“一体化市场与品牌贸易（2018

年）”“推进互联互通贸易伙伴关系（2019 年）”“区域合作新格局（2020 年）”“新

发展格局下的国际贸易（2021 年）”等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无数关于发展品牌农

业的真知灼见在此凤鸣岐山。

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是一个着眼国际的会议，但其最根本的落脚点，还是立

足于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丰收，将中国的优质农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但

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农业产业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走出山林放眼广袤，

要立足乡土环视周遭，才能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农业发展、提升中国品牌的价值。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品牌农业发展国际研讨会能有今天的成就，只因十年来其

志不改、其心不移，也因始终抱有积土为山、积水为海的勤勉之心。这已经成为优农

协会办好每年一届盛会的精神底蕴，将这种精神延续下去，在未来更长的时间里培育

好“梧桐”，许它个年年锦簇，是我们的职责与使命。

文︱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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