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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创品牌成为乡村振兴新抓手
——记开拓奋进的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

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文杰（左七）和领导班子成员 《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十二解》

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何开秀

□ 本报记者 李秀平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品牌的

助力，推动乡村振兴离不开品牌的力

量，现代农业亟须提质增效，大力推

进品牌强农不仅是乡村振兴、脱贫攻

坚的必然要求，更是满足广大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

为了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和

品牌强农战略，2018年6月20日，注

册资金1亿元的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广州

正式投入运营。这个以国家分享经

济大数据实施平台为技术支持平台、

以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县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课题组的《县域经济可持

续发展十二解》为理论指导、以消费

积分福利保障为模式、以打造“一乡

一品”为重点的经济实体，顺应时代

潮流、把握发展机遇，注定要在乡村

振兴、脱贫攻坚的战略进程中勇挑重

担、一往无前。

一乡一品
打造地方新名片

《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十二解》

编委会主任、北京互生经济学研究院

院长何开秀认为，品牌是一种宝贵的

无形资产，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产品的

附加值，提高农产品在市场上的议价

能力，农民有了自己的品牌，就能更

快地脱贫致富。

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崔文杰认为，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抓手，“一乡一品”是打造农业品牌的

有效途径，是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

据了解，该公司推出的“一乡一

品”项目方案将按照国内外市场需

求，充分挖掘并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传统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大力发展

有特色、价值高、影响力大的拳头产

品，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品

牌化建设，使一个或多个乡镇甚至更

大区域范围内拥有一个或几个市场

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

主导特色农产品或特色文化小镇，大

幅度提升农村经济整体实力和综合

竞争力，从而建立新型的农业农村经

济发展模式。

据崔文杰介绍，“一乡一品”项目

的运营是通过把乡镇的历史、文化、

人文和创业资源进行整合，结合线下

社区资源及线上企业自营、抵扣专

区、品牌渠道等渠道资源，为乡镇品

牌发展提供“产供销”一体化的解决

方案，提供规范、有序、有活力的“一

乡一品”地方品牌打造与技术支持，

建立以地方特色产品、人文风情、民

风民俗、历史传承为特色的“一乡一

品”品牌运营体系，用品牌运营推广

来帮助当地经济实现健康持续发

展。通过产品的品牌塑造来完善和

提升产品品质，挖掘产品的品牌价

值，用产品生产溯源、质量跟踪、品牌

塑造、品牌管理、品牌包装、品牌服

务、品牌运营来建立起产品品牌信

誉，用品牌信誉为当地产品打开销

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地方经

济长期发展规划，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面小康。

同时，“一乡一品”品牌运营项目

与国家分享经济大数据实施平台作

为技术支持的消费福利卡有机结合

在一起，形成基于互生大数据的消费

福利保障体系，帮助每一个老百姓实

现月月分红和终身医疗补贴保障，通

过市场买卖行为完成消费者的自主

消费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为消费者

（包括贫困户）创造终生的福利保障，

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共享社会福

利，共享美好生活。

公司的整体战略布局是，在未来

几年里，从全国选拔4万多个乡镇品

牌运营商、334个地市品牌运营商、

31个省级品牌运营商，推动形成全国

4万个跨地区、跨行业品牌运营企业

的联动，最终建立农创品牌全国品牌

运营体系。

农业强不强，关键看品牌。品牌

为纲，纲举目张。如果说中国农业是

一项杂糅多条产业链、多种要素耦合

的系统工程，那么品牌则是贯穿始

终、从消费端倒逼生产端的一条主

线，引领着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品牌强农
挖掘农业新资源

何开秀说，当前，我国消费结构

处于变革升级阶段，县域经济面临巨

大发展机遇，关键是要把产品质量搞

好、把品牌建设好，打造出中国好产

品的销售服务网络，创建消费福利保

障体系，用消费福利保障、产业链打

造、电商支持、创业扶持、品牌渠道打

造等多种方式，开启一个全新的多元

主体互惠互利的消费生态体系。

推进品牌强农，要充分挖掘和转

化优质特色农业资源。纵览神州大

地，洛川苹果、五常大米、西湖龙井、

赣南脐橙……一个个优质的农产品

如一颗颗明珠，点缀在中华农业品牌

的璀璨版图上。千百年来，我国独特

的自然生态环境、种养方式和人文历

史，形成了品类丰富、形态多样的优

质特色农业资源，它们不仅是大自然

和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更是当前推

进品牌强农的资源富矿。

推进品牌强农，要对优质特色农

业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将资源优势转

化为市场优势。如何挖掘和转化？

首先，要立足资源特色。深刻把握优

质特色农业资源的产地环境、历史文

化、资源禀赋，突出品牌建设的深厚

内涵。其次，要学会倚“特”而立。注

重挖掘优质特色农业资源的特质、特

点，突出差异性，走“人无我有”的品

牌发展之路。再次，要做到向“高”而

行。追求高品质、进军高端市场、实

现高效益，突出优质性，走“人有我

优”的品牌崛起之路。

据了解，“一乡一品”项目中还包

括农创品牌运营计划、好产品溯源计

划、全民免费医疗补贴计划、全民持

股计划、永久脱贫计划、构建新型社

会分配机制计划等，其运营项目具有

五大优势。

一是独家授权。省农创品牌发

展公司：以全球农创品牌发展战略为

主要目标，带动全省农业经济发展，

一个省（市、自治区）仅设一个指标；

城市农创品牌发展公司：在当地城市

快速建立“一乡一品”地方品牌运营

服务体系，为地方企业的生产销售搭

建可溯源的品牌产业链服务体系和

监督管理体系，一个城市仅设一个指

标；“一乡一品”品牌运营商：负责代

理当地企业产品，并结合当地人文特

色，帮助当地塑造具有人文特色的品

牌产品，对产品进行策划、包装、管理

和销售，以此塑造产品的品牌价值，

一个乡（镇、街道）仅设一个指标，拥

有该区域企业入驻“一乡一品”渠道

的唯一审核权。

二是创新营销。农创品牌运营

项目为企业提供了创新型的营销模

式。企业将产品与互生积分捆绑营

销，消费者购买产品即可获得消费积

分，享受积分福利，实现自己生老病

医的保障。消费福利模式在满足消

费者最大需求的同时，还能帮助企业

快速促销产品。

三是持续盈利。“一乡一品”品牌

运营商：农创品牌运营项目为每一个

“一乡一品”品牌运营商配置了近万

张消费福利卡，运营商发卡给消费

者，消费者持卡到各行各业消费，运

营商都将盈利；“一乡一品”品牌运营

商授权当地企业入驻“一乡一品”渠

道销售产品，持续享受产品销售提

成，企业产品销售额越高，“一乡一

品”品牌运营商收益越多。入驻“一

乡一品”渠道的企业：企业实现持续

盈利的关键在于产品销售渠道的稳

定，农创“一乡一品”项目为企业提供

的销售渠道目前已有数千万稳定用

户和数以亿计的潜在用户，再加上每

月的定向消费金，就形成有人有钱消

费的态势，确保企业实现持续盈利。

四是跨界联盟。消费福利卡的

应用打通了各行各业的壁垒，所有入

驻“一乡一品”渠道的企业共享持卡

用户，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个跨界联

盟、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形态。

五是品牌塑造。“一乡一品”产品

都是地方名特优产品，结合地方人

文、历史故事、文化传承进行品牌塑

造。农创品牌运营项目为企业产品

品牌塑造提供四级运营服务体系，企

业在农创“一乡一品”渠道销售产品

的同时，由当地“一乡一品”品牌运营

商及产品溯源系统保障产品品质，树

立产品品牌。

内强素质
助力企业新发展

企业文化的本质是对外彰显形

象、对内塑造心灵。品牌与文化相辅

相成，两者不可分割。深化品牌，就

是夯实文化软实力，也是对文化的一

种深度挖掘。可以说，文化贯穿企业

发展的始终，品牌则为员工树立榜

样，让员工充满正能量。

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限公司自

成立以来，十分注重企业的文化建

设。他们不仅经常组织全体员工认

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要求每个人在思想上、行动上始

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还要

求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有正确的

价值观和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竭诚

为企业提供周到的服务。

为了帮助各地企业实现新发展，

公司的做法是：

一助企业挖掘地方产品、塑造产

品品牌。以国家分享经济大数据实

施平台为技术支持平台，依托各省、

城市、乡镇运营公司服务体系，为“一

乡一品”品牌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包括产品营销、品牌策划、溯源管

理、电商应用等，最终培育当地的“一

乡一品”特色品牌。

二助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成效线

上品牌宣传及销售。“一乡一品”品牌

渠道系统旨在帮助“一乡一品”企业

直接掌握渠道资源和消费者终端，满

足其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建设的需

求，企业无需自建系统，无需投入大

笔广告费用，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

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降低了运营成

本，并拥有了市场定价权和话语权。

通过线上APP、线下社区店以及定向

消费系统的联动效应，让企业产品一

经发布，瞬间即可送达销售终端，高

成效实现品牌产品的宣传及销售。

“一乡一品”电商系统集乡村特色、风

味小吃、民俗旅游、休闲娱乐、农家乐

于一体，相比传统互联网平台，它为

乡镇和城市搭建的是信息快速流通

渠道。农创消费福利卡能够帮助企

业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促销产品。

这些都将成为企业推广产品、打造品

牌的绝佳渠道。

三助企业与全国社区服务站无

缝对接，产品直通社区。“一乡一品”

品牌运营商项目，依托大数据支持的

全国智慧社区惠民服务工程落地实

施，帮助“一乡一品”进社区，为“一乡

一品”打造“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的解

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四助企业共享全国用户和定向

消费金。农创品牌运营项目使所有

入驻“一乡一品”渠道的企业形成了

一个无形的跨界联盟，共享消费资

源，互联互通，互惠互利。持卡消费

者的定向消费金，只能用于消费，巨

额的定向消费金是最稳定的市场购

买潜力。如果全国4万多个“一乡一

品”品牌运营商有了定向消费金的支

持，就将保证每年平均至少有300多

万元的稳定销售额。

五助企业实现产品溯源、杜绝假

冒伪劣，轻松推广品牌产品。依托大

数据技术支持的互源码溯源管理系

统，农创品牌运营项目为入驻“一乡

一品”渠道的每一个企业提供在系统

当中的唯一身份识别数字凭证。通

过这组编码不仅可以对企业进行识

别，也能对企业的每一个产品进行唯

一的数字编码识别。企业运用互源

码溯源产品，防止产品假冒，在保证

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消费者权

益，从根本上杜绝了制假售假。同

时，“一乡一品”入驻企业的溯源码具

备物源信息传递功能，消费者通过手

机终端扫码可以直接了解企业的品

牌信息，并可下单购买产品；企业通

过产品物源码的物媒信息传递品牌

文化，轻松实现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正是因为农创品牌运营股份有

限公司领导层站位高、思路清、措施

实，制定了一整套操作性强的方案和

计划，才有了刚刚运营半年就可喜可

贺的骄人业绩。

2018年9月8日，“致敬改革开放

40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研讨会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得到了专家

和学者的一致好评和推崇，农创品牌

运营股份有限公司以协办单位的身份

出席了会议。

目前，广东和重庆已成立农创品

牌运营项目省级运营公司；重庆永

川、长寿、涪陵、黔江，广东深圳、东

莞、珠海、肇庆、云浮，广西河池，贵州

遵义，河南许昌，内蒙古赤峰等地已

成立农创品牌运营项目城市运营公

司；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60多

座城市和地区已经成功选拔出数百

家“一乡一品”品牌运营商，并已开展

品牌运营和组织工作。

2019年 1月 4日，在“2018中国

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六届中国经济

人物颁奖典礼”上，农创品牌运营股

份有限公司荣获“新时代中国经济创

新企业”称号，公司总裁崔文杰被评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优秀人物”。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新的征程

已经开启，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新的

发展正等待着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

农创人。我们坚信，在未来的发展进

程中，农创人一定会为扎实推进农

创品牌运营项目在全国落地、尽早

完成消费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助力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计划实施做出更

大的贡献!

（本文配图由农创品牌运营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