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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第六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颁奖盛典

简 介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收

官“十三五”、谋划“十四五”之年。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

的重要课题，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对中华民

族、对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

2020 年是品牌农业的关键年。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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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中国农业品

牌发展报告(2020)》中指出，农产品贸易竞争日益激烈、农业经济风

险不断加剧，加快推进农业品牌建设已成为引领农产品消费、抵御市

场风险、推动农业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2019 年第五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盛典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农

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评选结果在全国各地对引起高度关注，被人民

网、农民日报、四川省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四川日报、中国质量报、

眉山市人民政府官方微信公众号等 40 余家主流媒体及行业媒体争相

报道。为彰显各级政府扶贫成果,推广扶贫模式及经验,促进巩固扶贫

工作向纵深发展,有力地助推精准扶贫、决战脱贫攻坚；支持各地立

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2020 第二届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将继续推动“新

三品”深度融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力，实现“中国质量”。

立足于推进我国农业品牌化发展，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2020 第六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盛典在连续五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

将于 12月 18 日盛大启幕。本届论坛以“赋能品牌农业 决胜脱贫攻

坚”为主题，汇聚各级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领军企业、

产业精英及广大媒体，重磅发布“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搭

建企业与农产品合作平台；积极探寻后疫情时代市场新机遇、新方向，

提振发展信心；深度解析新型商业模式，整合线上线下渠道、扶贫、

直播等产业链资源；深化行业交流，凝聚共识，推进品牌强农，服务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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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盛典概览

盛典主题：赋能品牌农业 决胜脱贫攻坚

盛典形式：主题演讲+圆桌对话+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发布

+颁奖盛典+同期展会+同期活动

盛典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盛典地点：中国·成都·通威国际中心

盛典规模：800 人

盛典主持人：刘栋栋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二、组织架构（拟）

指导单位：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四川省农

业农村厅、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

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农牧品牌研究院、农民日报、天下星农、中华全国农民

报协会、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改革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畜牧兽医报、中

国渔业报、每日经济新闻、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通威股份

协办单位：中国农商俱乐部、西部农业品牌研究院、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协会、广西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陕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福

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四川省畜牧业协会、重庆市有机农业产业协会、

四川省川联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四川省农村发展促进会、成都市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协会等

承办单位：中国农业品牌年度颁奖盛典组委会、通威传媒

三、传播渠道

国家级媒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新社、光明日报、经济日

报、农民日报、中国质量报等

主流媒体：腾讯、新浪、网易、搜狐、凤凰网等

区域主流媒体：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成都商报、

成都全搜索、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等

财经类媒体：中国经济时报、界面财经、21 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每

日经济新闻、商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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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媒体：中国畜牧兽医报、中国渔业报、南方农村报、四川农村日报、农

资导报、农村新报、农财宝典、吾谷网、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饲料科技与经济、

水产前沿、中国水产养殖网、中国水产门户网、中国水产频道等

四、活动亮点

（一）打造年度盛典 提振发展信心

农业产业顶级大咖齐聚一堂，300+参会企业，800+现场全渠道商业观众，积

极探寻后疫情时代市场新机遇和新方向，提振发展信心。

（二）发布标志品牌 冲刺脱贫攻坚

联合各级主管部门、各地行业协会、人民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经济时报、

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等权威媒体，重磅发布“2020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

牌”。

（三）碰撞领袖智慧 论道产业升级

聚焦当前农业发展热点话题，150 余位权威专家学者、企业领袖碰撞智慧，

深入分析与探讨，论道产业升级。

（四）解读商业模式 剖析经典案例

寻找 2020 年度农业领域脱贫攻坚、品牌营销标杆企业，总结成功经验，分

享精彩观点，解读经典案例，共谋产业发展。

（五）决战脱贫攻坚成果新闻发布暨媒体见面会

集中展示各级政府决战脱贫攻坚成果成效展，邀请中央、省级和行业权威媒

体面对面零距离，围绕热点话题解疑答惑。

（六）“云上超市”盛宴 打造直播带货

现场“云超市”，紧跟新零售和新业态快速发展趋势，利用网络直播、短视

频等形式促进农产品销售打造盛典同期活动新亮点。

（七）发布重磅奖项 立体传播矩阵

吸引广大涉农同仁共同参与，整合 80 余个推广平台提供传播支持，实现千

万级覆盖，为涉农品牌实现新的跨越聚集势能。

（八）脱贫攻坚奖项 公益助农新风尚

设置“全国脱贫攻坚系列奖”树立脱贫攻坚先进典型，讲好扶贫脱贫故事，

展现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引领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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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期活动

（一） 主题欢迎晚宴

（二） 2020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

1、权威媒体联合打造百强标志性品牌传播声浪

2、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发布暨授牌仪式

3、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主题展区

4、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云超市”直播间

（三） 决战脱贫攻坚成果新闻发布暨媒体见面会

（四）《打造长效品牌机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倡议书发布

（五） 2020 年度中国农业品牌颁奖盛典

六、论坛议程（拟）

日期 时间 环节

12月17日

10:00-17:00 嘉宾签到

15:00-17:00 决战脱贫攻坚成果新闻发布暨媒体见面会

18:00-20:00 主题欢迎晚宴（定向邀请）

12月18日

08:40-08:50 嘉宾及领导入场

08:50-08:55 开幕仪式

08:55-09:00 央视著名主持人刘栋栋介绍参会领导及重要嘉宾

09:00-10:10 领导致辞

10:10-10:40
发布仪式：

2020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发布暨授牌仪式

10:40-11:10 合影、观展

11:10-11:30 主题演讲方向：保障粮食安全筑牢脱贫发展之基

11:30-11:50 主题演讲方向：从三农研究到扶贫攻坚中国经验

11:50-13:30 午餐、商务洽谈

13:30-13:50 主题演讲方向：消费供给双重升级助推国货崛起

13:50-14:10 主题演讲方向：农村金融助力脱贫“最后一公里”

14:10-14:30 主题演讲方向：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建设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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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14:50 主题演讲方向：产业融合打造绿色农业新未来

14:50-15:10 主题演讲方向：智慧农业增添助农新动能

15:10-15:30 主题演讲方向：直播带货引领助农“风口”

15:30-15:50 主题演讲方向：渠道下沉激活助农“密码”

15:30-15:50 主题演讲方向：全球原料链培育中国“新农人”

15:50-16:00 《打造长效品牌机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倡议书发布

16:00-16:40 圆桌对话：品牌赋能中国农业新十年

16:40-17:00 颁奖仪式：2020 年度中国农业品牌颁奖典礼

17:00-17:30 闭幕仪式、离场

*议程持续更新中

七、拟邀嘉宾：

张宝文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罗富和 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屈冬玉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

陈锡文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

组长

陈晓华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

尹成杰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

陈 放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席

刘汉元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

郑文凯 国务院扶贫办原副主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唐华俊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中国农科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身利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会长

唐园结 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民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

唐 珂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张玉香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

乌里·阿里埃勒 以色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部长



6

雅各布·埃勒曼-延森 丹麦王国环境与食品大臣

杨秀彬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胡晓云 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

胡海卿 本来生活联合创始人、天下星农创始人

庞 康 海天味业董事长、总裁

杜国楹 小罐茶创始人、董事长

温志芬 温氏集团董事长

秦英林 牧原股份董事长

林印孙 正邦集团董事长

武 安 北大荒粮食集团董事长

唐先洪 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颖林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长青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登海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曹家富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陶一山 唐人神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吴有林 傲农集团董事长

鲍洪星 双胞胎集团董事长

郭异忠 通威股份总裁

程立力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计国 金正大集团副总裁、金丰公社董事长

汪 滔 大疆创新创始人兼 CEO

束从轩 安徽老乡鸡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世如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余惠勇 百果园创始人、董事长

章燎原 三只松鼠电商创始人

侯恩龙 苏宁易购总裁

葛 爽 拼多多副总裁

马 骥 京东金融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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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威 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副总裁

黄亚美 伊藤中国总代表、成都伊藤董事长

侯 毅 盒马鲜生创始人

刘传军 美菜网 CEO

朱俊松 川调协会会长、圣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斌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梁 剑 华糖云商董事，《品牌农业与市场》杂志社总编辑

周 勇 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陈 冕 嘉吉（中国）董事总经理

杨建军 平安银行扶贫金融办公室高级督导

陈 旻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农业业务总监

涂长明 益海嘉里集团油脂总监、公共事务总监

贺小龙 海康威视农业行业总监

*嘉宾名单持续更新，最终出席嘉宾以会议现场为准

八、参会人员构成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

相关各级行业协会；

大中型农、牧、渔企业代表；

涉农院校及科研机构；

农产品经销商、渠道商；

涉农种植户、养殖户、合作社等从业者；

主流及行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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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9 第五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盛典回顾

2019 年 12 月 23 日，第五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盛典在成都市通

威国际中心成功举办，论坛以“引领品牌时代 赋能农业振兴”为主

题，来自农业行业和品牌领域的 30余位各级相关政府部门领导、50

余位农业专家学者、超 100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 余家采购商

及销售平台、1000 余位行业精英及上百家主流及行业媒体汇聚一堂，

聚焦新时代下我国农业品牌化发展趋势，探讨品牌强农战略实施的新

思路、新路径，并全球首发“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全力助

推我国农业行业快速发展。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阁下，全

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席陈放，农业

农村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齐景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马

文普，四川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恒丰，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

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刘汉元主席，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会长，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清华

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原司长张红宇，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肖忠良，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赵勇，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党组书记、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

记、副局长赵辉，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社会

科学《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重大课题组组长张利庠，中华全国农

民报协会秘书长魏小兵，《中国畜牧兽医报》社长刘波，《中国渔业

报》社长汪文，《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李延林，天下星农创始人、

CEO，“褚橙、柳桃、潘苹果”品牌策划人胡海卿等重磅嘉宾悉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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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阁下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主席陈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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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马文普

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齐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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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民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唐园结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赵勇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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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党组书记、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赵辉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 刘汉元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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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盛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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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期间，参会重要领导、企业高管参观展位

参会领导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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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9 第五届中国农业品牌年度盛典

眉山市人民政府参与环节

作为 2019 第五届中国农业品牌联合主办单位，盛典期间特设眉

山市优势农产品推荐环节，邀请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肖忠良进行优

势农产品推荐，肖忠良副市长热诚邀请论坛领导、嘉宾、企业家朋友

到眉山观光旅游、考察交流、投资兴业。

盛典上全球首发的 “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眉山市有

眉山春橘、李记乐宝、老坛子、味聚特、吉香居、邓仕、跳跳龙雪花

酥 7个品牌上榜，其中眉山春橘排名第一，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

搜狐网、新浪网、新京报、四川卫视等多家权威媒体争相报道，四川

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等多个政府平台进行权威发布。

盛典现场特别搭建眉山市农特产品精品展示区，并邀请相关领

导、专家、行业大咖、企业精英共同巡展。眉山春橘、跳跳龙雪花酥

等眉山地区特色农产品，作为茶歇指定产品，供各位来宾品鉴，并得

到众多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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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宾室与各位领导交流、洽谈

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肖忠良作主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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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强标志性农产品发布现场眉山品牌代表上台领奖，四川卫视进行报道

眉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肖忠良列席大会欢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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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农特产品展区

眉山市农产品品牌上榜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人民网等多家权威媒体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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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农产品品牌上榜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进行报道

眉山市农产品品牌上榜中国农产品百强标志性品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官网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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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现场播放眉山市宣传视频

眉山市农产品特色展区展位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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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部分宣传资料：丽屏

眉山市部分宣传资料：大会会刊

眉山市部分宣传资料：道旗、天井吊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