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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优质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对荔波农产品营销策略
分析,发现荔波农产品营销存在物流运输不够完善、销售渠道过长、产品知名度不高、生产规模较小等
问题,并为荔波农产品的营销提出相关改进建议：鼓励开展网络营销、通过各大平台加强产品的宣传、
扩大生产规模并提高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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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s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marketing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excessive sales channels, low product popularity, and small production scale, and proposes
relevant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marketing of Libo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encourage network
marketing, strengthen product promotion through major platforms and expand production scale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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