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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农 如 同 做
人，兢兢业业者便
会 有 好 成 绩。对
于农业，好成绩就
是好产品，有了好
产品，便会有好口
碑 ；有了好口碑，
便会形成品牌 ；有
了品牌，便会赢得
市场。

品牌是现代农
业的核心竞争力，
因为农业生产的价
值最终都以农产品
的形式呈现，而农
产品品牌化程度，
体现了整个农业生
产的价值，也基本
上决定了农产品价
格高低。可以说，没
有品牌化的农业就
不是现代农业。纵
观现代农业发达的
欧美各国，无一不
是如此。

打 造 农 业 品
牌，关 键 在 于 质
量。质量是产品的
生命，一个质量有
问题的产品是寸步
难行的，更谈不上
去营造品牌了。品
牌 说 白 了 就 是 信
誉，是消费者对这个产品的信任，
质量就是这种信任的基础。

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
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显得尤为重
要。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
程，培育地方特色产业，打造区域
品牌，有利于提高传统特色农产
品附加值，促进产业兴旺，增加农
民收入，助力“三农”工作迈上新
台阶。

我市农耕历史悠久，拥有大
量的区域特色农产品，在做大数
量、做靓品牌、做强产业等方面，
必须狠下功夫，这也是增强全市
优质农产品品牌效应和市场竞争
力，顺应新时代潮流的不二选择。

5 月底，在四川省巴中

市举办的泛秦巴区域农林

产品展会上，几位浙江客人

走到我市展区前，一心想找

到眉县猕猴桃，得知其没有

参展，显得有些沮丧。他们

说，质量这么好、名气这么

大的产品，却无缘相见，很

遗憾。

窥一斑而知全豹。当

前，我国农产品供应充足，农

业正在从增产向提质转变。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关注重点

已经由“有没有”“够不够”

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

获得地理标志的农产品，日

益受到市场普遍欢迎。

近年来，我市坚持走

品牌强农之路，力促产量优

势向品牌优势转型，品牌优

势向效益优势转化，全市农

产品地理标志工作取得了

可喜成效。农业农村部已先

后为“眉县猕猴桃”“太白

甘蓝”“陇州核桃”“凤翔苹

果”“宝鸡蜂蜜”5 个产品，

颁发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证书。

特产也要有身价
一提到猕猴桃，绝大多

数人会想到眉县这个地方。

早在 2010 年，“眉县猕猴桃”

便获得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此后十年来的飞速发展，让

眉县猕猴桃的年产量占到陕

西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七

分之一、世界的十分之一，其

品牌价值已达 128.33 亿元，

并且形成了产销一体化的产

业链条。

苹果是凤翔的特产，

“曹儒”牌SOD 苹果是其代

表之一，最高卖到 15 元一

个，刷新了我国西部苹果单

个售价之最。如今“曹儒苹

果”品牌价值达 1.08 亿元。

“凤翔苹果”自 2016 年

荣获农产品地理标志以来，

连续五年荣登中国果品区域

公用品牌价值榜，品牌价值

跃升至 15.91 亿元。

目前全市中蜂存栏达

到 30.1 万群，年产优质“宝

鸡蜂蜜”1.2 万吨，产值近 5

亿元。宝鸡已成为“西北地区

最大的蜂产品集散地和全国

蜂产品指导价格形成地”。

“太白甘蓝”现有种植

规模超过 3 万亩，产品销往

江苏、安徽、广东等省 50 多

个大中城市以及日本、韩国

等东南亚地区，并且向着“秦

岭绿色大菜园”目标迈进。

“陇州核桃”面积达到

56.4 万亩，年产量 2.4 万

吨，总产值 1.2 亿元。陇县

不但荣获“中国核桃之乡”

称号，而且成为“西北地区

最具影响力的核桃销售集

散地”。

由此不难看出，一种地

方特产，一旦获得地理标志

证书，就好似如虎添翼，增长

迅速，身价陡增。

据介绍，农产品地理标

志，是指来源于特定地域，产

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

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

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

特有农产品标志。这里所称

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

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

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

产品。

我市自然生态和资源

多样，具有悠久的农耕文

明历史和深厚的饮食文

化积淀，形成了大量具有

地域特色的农产品。这些

都是重要的区域特色农产

品资源和公共品牌，属于

农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农业知识产权的

重要体现。做好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对于发展区

域经济、打造特色品牌、增

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

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品牌意识不可缺
每年 5 月，我市街头售

卖的“八鱼樱桃”，广受群

众欢迎。宝鸡高新区八鱼

镇位于秦岭北麓，自然环

境独特，上世纪 90 年代，

当地农民开始大量种植樱

桃树，目前全镇种植面积

近 8000 亩。

“八鱼樱桃品质好，但

是卖不上好价钱！”当地一

位樱桃种植户说，主要是因

为有口碑，没有品牌。市场上

外地的品牌樱桃，每公斤能

卖到 40 元以上，而我们的售

价普遍在每公斤 20 元以下。

当地许多樱桃种植户都有类

似看法。

地域特产“寨子岭葡

萄”，也遇到同样的难题，众

口称赞的好品质，没有卖上

好价钱。要知道，寨子岭及

周边葡萄种植规模 1.5 万

亩，是宝鸡鲜食葡萄最集中

的区域。

记者从我市农业农村

部门了解到，截至目前，登记

在册的宝鸡地域特色农产品

共有 33 个，但通过农业农村

部登记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仅

仅只有 5 个。而全省的地理

标志农产品共 109 个，我市

只占全省的 4.6%。

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除了

具有品质特色以外，还需要

有产地环境、生产方式、人文

历史、产品知名度、产业发展

前景等方面的综合表现。也

就是说，农产品一旦获得地

理标志，就等于拥有了一张

大众公认的“金名片”。

发掘力度需加强
“我市优势自然资源

和特色农产品发掘力度亟

待 加 强。”市 农 产 品 质 量

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副主任

孙兆军说，农产品地理标

志不仅仅是一种难得的荣

誉，它本身具有多方面的

意义。地理标志是扩大优

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实现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

段，也是打造特色产业、促

进农民增收的内在要求，

更是传承农耕文化、推动

乡村文明的有效载体。

孙兆军介绍，中华民族

具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

乡土文化和饮食文化，在长

期农事活动中，逐步培育、

凝结、积淀形成了一大批具

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农产品。

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

程，让城乡居民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有助于

促进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

据了解，给农产品采

用地理标志，起源于欧洲，

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目的

在于用现代知识产权手段

保护传统农业特色资源。

当前，在WTO 框架下，世

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建

立了地理标志制度，对具

有地域优势特色的农产品

进行保护，提升其国际竞

争力。

让特色农产品走出国

门，一直是我市上下坚持

不懈追求的目标。去年底，

眉县猕猴桃的外贸订单源

源不断，连续出口 10 批次

共 200 吨，令国内同行啧

啧称奇。今年 2 月，眉县又

迎来出口“开门红”，32.5

吨猕猴桃果脯发往俄罗斯

和印度。近年来，凤翔苹果

持续在东南亚高端市场上

热销。据业内人士分析，这

两个农产品能取得骄人业

绩，离不开地理标志的巨

大推动作用。

日前，陕西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组织有关专

家对我市申报的“岐山面

粉”“陈仓花椒”“千阳苹

果”“千阳奶山羊”4 个农

产品，开展了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目录外审定和品质

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这

4个产品的产地自然环境独

特，人文历史悠久，品质特

色突出，市场知名度高……

具备农产品地理标志申报

条件。除此之外，全市还有

3 个农产品处于申报前的

审定过程中。

当前，我市正在走上一

条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

强农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快评
西秦

* 陕西秦龙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丢失宝鸡市建

筑施工特种设备备案使用

登记证，号码为 ：陕CO-T-

1905-015444。

* 杨一泽丢失出生医学

证明，号码为：R610089831。

帮助朋友买机票  男子被骗数万元
本报讯 前不久，市区公园

路某小区的彭某来到辖区派出

所报警，称有人冒充“朋友”让

其帮忙购买机票，他因此被骗

走 46500 元。

3 月 16 日，彭某在家玩手

机时，接到朋友“汤某”通过微博

发来的求助信息，称自己从国外

回来，因国际漫游关闭微信用不

了，被困机场，需要彭某帮忙购

买机票。因彭某的朋友汤某确实

在国外，所以信以为真。“汤某”

很快发过来一个QQ 号，说是自

己认识的东航售票部工作人员，

让彭某通过这位工作人员购买

机票。于是，彭某加对方为好友，

向其转账 2 笔共计 46500 元。几

天后，彭某与朋友汤某联系说起

此事，对方说没有找他购买过机

票，彭某这才知道自己上了骗子

的当。

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介

绍，这起案例属于“机票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获取正在国外旅

游人员的QQ 信息，冒充其身份

与其QQ 好友联系，假称在国外

遇到问题无法购买回国机票。

除了QQ，微博、微信等也是重

灾区，因为微博名字的唯一性，

也有很多的犯罪分子克隆受害

人朋友的微博，在注册账号时，

名字上加一个小点，一般很难

发现。此外，“机票诈骗”还有航

班取消、改签退款、低价代购机

票、克隆航空公司网站等多种

花样。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群众，

当有人通过微信、微博或QQ 向

你借钱或请你垫付款项时，即使

是熟人的账号也要通过电话或

其他途径进行核实确认，不可轻

易转账汇款，防止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鲁淑娟

陈仓区虢镇街道东街社区 ：

端午送香包 情暖环卫工
“你闻闻，这香包可真香！”6

月 9 日，陈仓区虢镇街道东街社区
开展“浓情端午，香包送福”活动，
向辖区坚守在一线的环卫工人送
上暖心的节日礼物和夏日的一丝
清凉。活动中，东街社区居民将亲

手缝制的香包，以及东街社区志
愿者采购的 25 箱矿泉水和 25 盒
绿豆糕，一同送到 25 名一线环卫
工手中。同时，社区志愿者舞蹈队
还为环卫工人表演了精彩的文艺
节目。                           田艺 摄

宝鸡高新区 ：

警民联合救助野生动物
本 报 讯 6 月 8 日，宝

鸡高新公安分局森林派出

所和潘家湾林场的工作人

员将他们先后救助的小刺

猬和白鹭放归大自然。

近日，高新公安分局

森林派出所先后接到群众

的两次求助电话。一位群众

称自己在回家路上捡到了

一只小刺猬，请求帮助。接

警后，民警将小刺猬带回所

里，联系潘家湾林场工作人

员后将小刺猬移交给林场，

由林场工作人员对小刺猬

进行进一步救助 ；另一个

报警求助电话称，千河湿地

公园发现一只受伤的鸟，像

是野生动物。接警后，高新

公安分局森林派出所指导

员邰卫疆带领辅警刘敦敦

立即赶往现场。经民警仔细

检查，一只白鸟被河岸边的

破损渔网缠住了双脚，轻微

受伤。为了防止它再次受到

伤害，民警随即联系潘家湾

林场工作人员，将鸟带回做

进一步救治（见左图），并

给它准备水和食物。后经确

认，该鸟学名白鹭，是大中

型涉禽，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

目前，被救助的两只动

物身体状况恢复正常，具备

野外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将

它们分别带到千河湿地公

园和潘家湾林场，让它们重

回大自然。  

 （宋文君）

保护秦岭野生动物资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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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 给农产品一张金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