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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will be designated as the “agricultural brand promotion year” in 2017,
in which the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key point of construction. And
brand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brand building; it can make the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realize brand value.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s to
promote the effect of brand promo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haping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o a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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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部将2017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建设重点，而品牌推广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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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它可以使具有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实现品牌价值。本文通过分析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探索提升品牌推广效果的途径，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塑造提供借鉴，从而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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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推进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是提升农产品价值的手段，也是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走农业产
业化之路的历史过程。为了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部将 2017
年确定为农业品牌推进年，要求加快品牌创建，从而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品牌农业是指具有质量和安全健康保证的品质农业，是要彻底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加工和经营方
式，从而提升农产品价值的手段，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所谓农产品品牌就是通过某种独特的理念或
自身的独特性，赋予该农产品情感价值，使其在同行业中具备一种差别优势，从而使消费者将该品牌与
其他农产品区别开来。农产品品牌要想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品牌推广极为重要，它是品牌树立、维护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品牌推广的农产品难以得到消费者市场的认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作为农
产品品牌的一种重要类型，需要借助区域内的农产品资源优势，通过整合多种传播方式，积极地向市场
传递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从而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例如，庆元香菇是浙
江庆元县的一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该县非常注重食用菌的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通过参加博览会等
展会以及在省内外各地开展庆元香菇等品牌的宣传活动，提升了庆元香菇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庆元香菇
被评为了“2015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国内外学者针对农产品品牌推广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周修亭认为：再好的设计如果没有有效的推广，
其效果都是零，并提出了农产品品牌推广基本方式，如口碑传播、电视广告、人员推销等，以及农产品
品牌推广成功的主要影响因素[1]；贾向峰认为没有品牌推广，品牌建设就失去了应有的全部意义，并通
过对在展会中应用农产品品牌推广基本方式进行了分析，提出农产品品牌推广中应注意的问题[2]。刘嘉
玲从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视角，分析了江西省地标性农产品泰和乌鸡在品牌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提
出基于农产品标志视角下泰和乌鸡品牌推广的意义[3]。林德荣、滕淑珍则将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划分为
4 个成长阶段，并以“烟台苹果”为例，对其不同成长阶段的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4]。周绪
元，王梁、苗鹏飞等通过分析沂蒙特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建立完善多元化
的品牌支撑体系等“四多体系”整合提升模式[5]。总之，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广就是通过一系列推广方式，
塑造农产品自身品牌形象，使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并将其销售出去的过程。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广
可以传递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品牌特色，是培育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学者们
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影响因素基础上，探求提升品牌推广效果的途
径，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塑造提供借鉴，从而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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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是指品牌所有者和品牌使用者为了塑
造自身及产品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满意度，通过多种方式针对广大消费者开展的系
列活动过程，如广告宣传、消费体验、降价促销、人员推销、公关活动、会议营销等。推广效果指的是
品牌推广主体对上述推广活动产生结果的满意程度。毋容置疑，各地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过程
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口头上重视品牌建设、实践中不重视品牌推广的现象屡见不鲜，品牌
推广效果不理想甚至推广效果很差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开展品牌推广效果研究成为营销理论界和企
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2.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的现状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指区域内相关机构、企业、农户等所共有的，依托区域所处地理自然环境、
资源禀赋等的独特性，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不同于其他一般农产品的品质和特性，使区域形象与区域产品
共同发展的农产品品牌。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在特定区域内，相关
机构、企业、农户等可以共同使用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而且一方使用该品牌不会影响区域内其他机
构、企业或农户的使用，因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属于公共物品。
2009 年，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在深入研究全球十多种品牌价值评估体系和农产品
品牌特殊性的前提下，自主研究并发布了“中国农产品品牌价值评估模型”。国家农业部大力支持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发展，在中国农业信息网开辟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信息化宣传系统。2017 年中央“一
号文件”和农业部“一号文件”都提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随后在多省召开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
也将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作为重要内容。根据 2015 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标注册统计资料分析(见
表 1)，山东省和福建省的注册数量最多，分别达到了 425 和 272；湖北和湖南分别达到了 249 和 97；重
庆和四川分别达到了 201 和 164。综合来看，我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地域分布范围广且分布不均匀。
山东省和福建省属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对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注册和保护意识较强，从
其地理标志的注册数量来看要高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创建意识的淡薄，注册数量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对整个区域经济起到了正外部效应，对区域农产品来说是“名片”的宣传效果。
目前各地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2016 年山东省农业厅组织首批知名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评选，评选出烟台苹果、胶东刺参、日照绿茶、金乡大蒜、苍山大蒜、昌乐西瓜、滕
Table 1. China register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表 1. 中国已注册地理标志情况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理标志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理标志

山东

425

福建

272

湖北

249

江苏

215

重庆

201

浙江

190

四川

164

云南

131

辽宁

100

湖南

97

安徽

78

新疆

74

青海

33

广西

30

宁夏

18

西藏

15

数据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截至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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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马铃薯、莱芜生姜、胶州大白菜、无棣金丝小枣、黄河口大闸蟹等优秀区域品牌，品牌推广的效果加
速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进程，迅速提升了这些品牌的销售量。山东省临沂市从 2009 年就开始建
设和推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出“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的区域农产品形象口号，到 2014 年年
底，已经创建了 45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苍山大蒜、临沭柳编、沂南黄瓜、蒙阴蜜桃 4 个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进入全国百强，其中“苍山大蒜”不仅出口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也占据较高的市
场份额，近年来当地农民收入增长超过 1 倍[5]。

3. 加快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紧迫性
具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往往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具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以及较大的生产
规模和对外影响力，其在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品牌推广是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整合品牌传播方式，可以促使消费者最后做出购
买决定，加速品牌建设的进度。可见，品牌推广将具有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
实现品牌价值。

3.1.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是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特定区域的代表，具有一定的表征性意义和价值，建立和推广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可以改变传统农业的“弱质性”，并有效整合区域中“多而散、小而弱”的农业品牌资源，有
利于塑造本区域农产品良好的整体形象，快速提升知名度、竞争力和附加值，从而形成区域产业优势。
实践表明，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集结特定区域内的优势资源，帮助具有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闯市，
除此之外还能帮扶农产品企业创建品牌，是区域农产品品牌化的有效抓手。如浙江“丽水山耕”、“遂
宁鲜”、川内“大凉山”等区域公用品牌，通过品牌建设和推广在短期内实现农产品溢价 20～30%，带
动了农业产业大发展。

3.2.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加快农村精准扶贫步伐的有效推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评价安吉白茶为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建设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能够加强农产品的生产与管
理，提高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借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消费者就会对该公用
品牌产生较稳定的预期，可以抵御农产品经营中可能会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还可以扩大农产品
生产规模从而取得规模效益，同时还可以提升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农业生产的稳
定和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提供保障，销售溢价最后惠泽到农民，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良性发展。一个品牌如何具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附属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并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2016 年商标局与中国工商报
社联合开展的“商标富农和运用地理标志精准扶贫十大典型案例”中提到，甘肃省静宁县“静宁苹果”
带给当地农民人均从苹果产业中收益 5990 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80%以上，全县 16.5 万人脱贫。产
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主峰天堂寨的“英山云雾茶”产销两旺，每年每户农民增收 2 万多元，累计
受益农民达 10 余万人，茶产业精准扶贫带动 10,600 户，4 万人增收脱贫。吉林省蛟河市仅种植“黄松甸
黑木耳”一项，当年带动全市脱贫总人数的 53.8%摘下穷帽子、走上致富路。

3.3.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是促进农产品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
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过程中，促使农产品产业链上下游涉及到的生产者、服务商、分销商等
实现更加紧密的合作，有助于农产品企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农产品销售市场的开拓，还有助于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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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成了稳定、持续、明显的竞争集合体，提高农产品企业的市场效率。同时还可以促进农产品企业
申请专利和注册农产品商标的积极性，自觉自愿地引领行业标准，从而传递农产品品牌核心利益和提升
农产品企业形象，以及有效地排斥竞争对手的进入，形成农产品企业竞争力差异，最终提升农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3.4.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是提高顾客对品牌的忠诚度和满意度的重要保障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代表着区域农产品的品质和特色，通过标准化的生产和加工，可以有效维持农
产品品质的稳定性；然后通过品牌推广，以农产品的产地、品种、质量等差异向消费者传递与竞争产品
相区别的核心价值。这样一方面可以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择农产品，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和购买效率，从
而大大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公用品牌的农产品具有显示品质优良优质的
标志，提升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形象。可见，品牌推广通过开展有针对性地推广活动，促进消费者
对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产生好感与偏爱，继而形成顾客忠诚。

4. 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因素分析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农产品销售价格，一般来说要比普通农产品的价格
高 1/5 以上，如“盐池滩羊”、“枞阳媒鸭”、“紫阳富硒茶”等商品在使用地理标志商标后，商品价
格增长了 3~6 倍，品牌价值提升显著，“紫阳富硒茶”区域品牌价值达 19.67 亿元。由此看来，强化农
产品品牌推广在其是否适应现代市场和消费需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品牌推广需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在不同的销售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要想成功的推广一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首先就要
弄清楚影响农产品品牌推广效果的因素。

4.1. 品牌定位是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前提因素
在选择品牌推广方式时，需要明确农产品的品牌定位并与之相一致。如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定位
于高端，目标顾客就应该是高收入阶层或者社会声望和地位较高的消费群体，针对他们的需求和信息接
收方式选择推广方式，如人员推销、广告、会展等；如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定位于中端，目标顾客就
应该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可以采用广告、促销折扣等品牌推广方式。

4.2. 产品所处的市场销售阶段是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重要因素
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所处的市场阶段不同，所采用的品牌营销传播方式也应该有所侧重。在农产品
刚进入市场初始阶段，可以采取营业推广、体验营销等方式，让消费者通过亲身感受、品尝了解农产品
品牌，从而提高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在市场成长阶段，消费者对农产品公用品牌已经有了一定得认知，
这个阶段应该加强广告宣传和促销力度，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从而提高农产品品牌的美誉度；在市
场成熟阶段，客户群体基本上稳定下来，这个阶段可以利用关系营销、网络营销等方式，维护好与老顾
客的关系，促使他们重复购买，从而保持市场占有率。

4.3. 产品品牌包装是影响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关键因素
包装是品牌的视觉载体，是品牌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一款好的创意包装设计可以很容易吸引顾客的
眼球，还能取悦使用者心情。包装不仅是品牌持续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品牌形象的直接体现。体现农
产品区域特色、精美实用的包装，能够快速直接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粗陋、毫无特色的包装则
会大大影响农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形象。还要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农产品从传统渠道转向了电子商
务平台，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的消费群体日趋年轻化，因此在包装设计上也要时刻关注消费群体的需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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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喜好，结合农产品自身的区域特色设计包装，使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后将产品包装留下，从而发挥包
装更为持久的促销作用，另外设计带有属地标识的精美包装，还可以传播农产品公用品牌承载的文化积
淀，积累消费者口碑，进而提升品牌价值。

4.4. 品牌推广费用预算是影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制约因素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还受到费用预算的影响，如果推广费用预算过低，就会使得品牌传播
方式的选择受到限制，导致农产品宣传的效果降低；而推广费用预算过高，虽然可以获得宣传效果，但
是可能会使农产品企业超出承受能力，甚至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和负担，导致利润下降。因此，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推广费用预算，必须要结合企业实际，量力而行，能够利用有限的费用预算取得最理想的
品牌推广效果。

5. 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策略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是区域优势农业走向市场的手段和落脚点，是打通农产品产业链各个环节
的通道，因此，如何提升品牌推广的效果是农业产业发展和突破销售瓶颈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提
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效果的策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

5.1. 强化政府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中的主导作用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品牌推广策略上，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要牵头建
立健全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广机制，明确发展方向和扶持范围，引导农产品企业强化品牌意识，不断提升
品牌内涵，积极推广农产品品牌。出台公用品牌推广扶持奖励政策，引导和鼓励传统、优势、特色农产
品加入公用品牌运营体系。吸引城乡资金、人才、科技等要素资源向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集聚，创造一
个有利于公用品牌迅速推广并良好发展的环境。

5.2. 严格管控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的质量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广要想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农产品本身的品质和质量至关重要，这就需
要首先通过用鲜明的品牌定位与其他竞争产品区别开来，从而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品牌
定位需要有优良的产品质量作保证。首先要建立区域内优质农产品示范基地和生产基地，实行标准化生
产，严格规范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统一公用品牌产品质量，保证农产品的优质和生态安全；其次要建立
质量追溯监管平台，依托监管平台，建立完善的信息核查、预警与危机处置机制，实现对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的追究，有效预防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

5.3. 整合品牌推广传播方式
品牌推广方式是指品牌推广过程中采用的具体形式。在选择品牌推广方式时，应结合不同品牌推广
方式的特点，根据农产品的资源优势、区域特色、发展战略、渠道模式等来确定。形成不同推广方式的
有机组合是让每个推广方式的作用达到最大化的保证。一方面，要构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体系，
包括价值体系、符号体系、传播体系等，制作品牌宣传视频，开展巡回推介会、区域品牌新闻发布会、
网络推广等，努力营造和培育公用品牌战略推进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利用公用品牌推广的具体方式
来推动品牌宣传，利用会展、促销折扣、样品赠品、联合促销等方式，扩大消费者对该农产品品牌的认
知和接触面；还要利用定期或不定期的大规模营业推广活动，提升对农产品区域共用品牌美誉度的，在
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农产品品牌的特色定位。还可以拓宽销售渠道，建立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电商、设立
体验旗舰店、入驻社区超市或开设社区专卖店。作为“叶类蔬菜的第一个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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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沟芹菜，就是与沃尔玛“农超对接”，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5.4. 调动农产品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品牌推广的积极性
通过从奖励、配套、宣传等方面建立区域品牌推广激励机制，调动农产品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品牌
推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鼓励农产品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在全国各大媒体及电子网络平台上对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进行大力宣传，积极推广农产品品牌。例如：安化黑茶主要就是依赖几家龙头企业帮助品牌
推广，成为了中国名茶。还要积极倡导或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品牌推
广，鼓励他们组织成员单位进行品牌交流与落地推广。湖南省澧县的葡萄销售 80%左右就通过社会组织
推广的方式进入了长沙、武汉、南昌、上海以及广州等大型综合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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