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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夺冠 70%官网、微信客服形同虚设
网易315家居服务调查瓷砖篇———

P3

■ 张华

青岛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制造业“品牌之

都”，也是农业品牌的盛产区。13个中国驰名商

标、79个山东省著名商标、51 个国家农产品地

理标志、22 个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110 个

市级知名农产品品牌，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上，

形成兴农富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

青岛农产品的繁兴得益于全市各级对

“青岛农品”品牌力的持续锻造。在“青岛农

品”的带动下，青岛农产品出口额稳定在 50
亿美元左右，连续十余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也成为全国的“优等生”。

优特农品频出，
根源在于“水土好”

“品牌是可以溢价的。”韩玉波是平度市

大泽山镇北昌村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葡萄

架下“栽”满了他的梦想———

韩玉波种葡萄 25 年，创办了山东省江北

葡萄研究所，建成了一处占地 50 亩的葡萄育

种基地，正在培育中的葡萄新品种近 200 个，

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像韩玉波这样的“麦田的守望者”，他们

笃信一个理儿———品牌的价值与力量。他们

更深知，农产品“鹤立鸡群”，需要成长的“好

水土”。

“好水土”除了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

赋，还需要适宜的“政策土壤”。

青岛先后出台《加强农业品牌建设的意

见》和《青岛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高

标准编制了《青岛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

略规划》，打造“青岛农品”品牌整体标识形

象，推出“绿色品质世界共享”的品牌口号，并

制订《青岛知名农产品品牌管理办法》，规范

青岛知名农产品品牌的评价与认定。

在市级政策的带动下，各涉农区市注重

打造具有各自特色的农品“金字招牌”，优特

农品如春芽破土。

目前，全市农产品领域拥有 13 个中国驰

名商标、79 个山东省著名商标；拥有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 51 个，居副省级城市首位；创

建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品牌 22 个，培育市级知

名农产品品牌 110 个。胶州大白菜、大泽山葡

萄和马家沟芹菜等被评为“最受消费者喜爱

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黄岛蓝莓等 3
个品牌被认定为全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浩丰绿行者生菜等 19 个品牌被评为全省

知名农产品企业品牌，大村香菇入选“2018
中国好香菇”称号，绿行者生菜荣获“2018 中

国品牌节金谱奖”。

农品生产标准化，
安全优质“产出来”

中国人吃的每两个汉堡里，就有一个用

的“绿行者”生菜。

“绿行者”是浩丰（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招牌菜”。“一棵生菜，从形状、重量、种

植间距到成熟度，都有精准数据。”该公司董

事长马铁民说，“正因为这种‘严格’的种植标

准，在 2008 年奥运会期间，‘绿行者’被端上

了参赛运动员的餐桌。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举

行，我们的移风店蔬菜生产示范基地也成为

专供蔬菜基地……”

这种“苛刻”的标准化生产“擦亮”了农产

品的金招牌。

“有‘牌’必得先有‘品’。”青岛市农业农

村局二级巡视员史跃林介绍，品牌是从消费

端倒逼生产端的一条主线，因此，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一直是青岛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首要任

务。目前，青岛已是山东省农产品出口示范

市，并高标准通过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城

市创建验收。

在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城市的过程

中，市农业主管部门按照“管住源头、标本兼

治、全程控制”的思路，坚持产管结合，实现了

农产品从“产”到“销”的全程质量控制：产前

环节重点抓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全市

3800 多家农药经营店得到规范提升，建起统

一的农药监管平台；产中环节重点抓农业标

准化生产———实施严格的产地准出制度，制

定 173 项农业地方标准，“三品一标”基地、农

业园区等全部建立生产记录，全市农业标准

化生产比例达到 73%；产后环节重点抓农产

品质量检测和追溯———健全市、区（市）、镇

（街）、村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市

建成 76 个镇级检测室、300 个村（合作社）检

测室，每年完成 40 多万批次检测任务，重点

农产品检测实现全覆盖。

“认证监管就像是给农产品的质量戴上

了‘紧箍’，虽然有压力，但是，也成为督促我

们不断提高‘品牌纯度’的一把戒尺。”青岛杰

丰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据了解，青岛积极推进“三品一标”农产

品认证，全市“三品一标”产品达到 1065 个。

同时，坚持产出来、管出来、检出来、打出来、

创出来“五位一体”，对农产品品牌和“三品一

标”产品实行动态监督管理，对于农产品检测

超标企业一律“摘牌”。

农品要有“拳头力量”，
政企打出“组合拳”

平度市蓼兰镇是小麦良种之乡、花生产业

基地。这个农业重镇化“掌”为“拳”，集合青丰

种业、何家店花生电商产业园等多个“特长”打

造成“农创体”这一创新样本，并叫响全国。

莱西“山后韭菜”的品牌之路也是越走越

宽。这里已是包括 9 个村庄 2000 余亩土地的

一个生态休闲农业园，带动周边发展果蔬种

植面积 10000 余亩，成为国家和省市的现代

农业、休闲农庄、农业旅游、畜牧旅游、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农村创业创新等示范基地。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青岛农品就是

一招“组合拳”，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公共品牌、

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标准体系、多个经营主体

和产品”的体系，通过政府发挥统筹、管理的作

用，让弱小的“子品牌”借助农品产品区域公共

品牌的力量，严格按标准生产、遵照品牌运营

制度，逐步具备“绿色品质·世界共享”的品质

“壮大起来”，并有能力“借船出海”。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新型

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率先能“兑

现”品牌标准的“第一力量”。

目前，青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达 289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3 万家（其中，市级示

范合作社 247 家、省级 124 家、国家级 119
家）。全市有葡萄小镇、玫瑰小镇、蓝莓小镇、菇

香小镇等特色小镇 30 个，农业节会 80余个，

接待游客 1000多万人次，年收入 140多亿元。

“当然，农品要产生‘拳头力量’，或者说，

要产生‘看得见的价值’，离不开营销推广。”

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处处长解东明说，青

岛大力推动“互联网+”经营行动，探索品牌农

业营销新方式，推进特色农业与二三产业深

度融合发展，挖掘特色农产品休闲观光、采摘

体验、文体传承等功能。

农业品牌的发展已进入黄金期。在农业

品牌发展的道路上，“青岛农品”草木蔓长，春

山可望。

国产手机品牌经济指数
发布

近日，中国品牌经济研究院（CBERI）发

布国产手机 2019 年 1 月份品牌经济指数，其

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VIVO 手机、华为手

机、OPPO手机。小米手机排名第四。

以 1 月品牌经济指数为标准，国产手机

前十名除了以上四个品牌外，还有：联想手

机、一加手机、360 手机、锤子手机、魅族手

机、金立手机。

品牌经济指数数据主要参考 2019 年 1
月的百度指数、微信指数、资讯文章数量及头

条数和研究院自有数据库。以品牌经济学原

理作为支撑，以经济的视角看品牌，反应的是

品牌在一定时间内的经济活跃度和品牌传播

度。 渊希鸥冤

陕西夯实监督责任
着力打造“秦药”品牌

3 月 11 日，据陕省市场监管工作座谈会

消息，2019 年陕西省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

完善监管体制改革，创新监管方式方法，着力

在打基础、防风险、抓治理、保安全、谋发展上

下功夫，全面提升药品安全监管水平。

据了解，此次机构改革后，陕西省药品监

管局将切实夯实药品监管责任，着力在风险

排查防控上下功夫，聚焦疫苗、血液制品、注

射剂、植入性医疗器械、婴幼儿化妆品等重点

产品，聚焦偏远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和城中

村等重点区域和小诊所、小药店、小美容院和

乡镇社区防疫站等重点场所，加强与相关部

门协同配合，加大日常监管、现场检查和飞行

检查力度，严防假冒伪劣或来路不明的药械

和美容产品等流入市场，切实守好药品安全

最后一道防线。

陕西省药品监管局还将围绕药械领域存

在的风险隐患，加大技术检测力度，强化行刑

衔接，保持高压态势，重拳出击，加大重案要案

查处力度。今年将重点严厉打击互联网制售假

药违法行为，净化网络药品销售环境。同时，省

药品监管局还将通过多种途径加大信息公开

和新闻宣传力度。 (张棋 张伟峰 田野)

湖北
引领农业走品牌化之路

“如果没有品牌，农业产业化难有出路，

湖北农业要实现从做产品到创品牌的转变。”

近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肖伏清接受媒

体记者采访时称，推进质量兴农、品牌强农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以品牌创建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

实落细。

近年，湖北省以品牌创建为抓手，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潜江龙虾、宜

昌蜜橘、监利黄鳝、秭归脐橙 4 个湖北知名农

产品入选“全国 100 个农产品品牌”，“恩施玉

露”“利川红”享誉大江南北，“潜江龙虾”红遍

五湖四海。

肖伏清介绍，今年湖北省将深入实施农

业品牌提升行动，按照“区域公用品牌+企业

产品品牌”母子品牌模式，构建以区域公用品

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为主体的农产品品牌体

系。“培养企业品牌，‘粉丝’至关重要。”

品牌的价值输出，需要坚守。湖北省农业

农村厅提出，力争到 2020年，湖北省全国知名

品牌达 30个，“三品一标”产品数量达 5100个，

基本形成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营

销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渊据农业农村部网站冤

拥有13个中国驰名商标
锻造“青岛农品”品牌力

荫青岛西海岸新区蓝莓种植基地。

荫胶州大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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