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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乡村振兴（中）

无人驾驶农机、扦插机器人、
植物工厂、数字农田……数字乡村的

发展，让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
农资”。

数字乡村是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村
的应用，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动能。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
进智慧农业发展，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
加快推动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加强农村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赋能“三农”进展如何？数字乡
村建设过程中存在哪些短板？站在数字

乡村新风口，如何进一步释放农
村发展活力？

阅读提示

村里的“数字”生活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记者：数字乡村建设为
什么会成为新时代乡村发展
的重要方向？

郝雷：随着网络化、信息
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农
民现代信息技能的逐步提
高，数字经济可引领乡村建
设走向新型智慧化发展。数
字乡村建设成为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和转型的重要举措和关键
步骤。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可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从
2018年至今，每年国家出台
系列专项政策，表明我国数
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政
策框架已初步建立。

我省正处于由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迈进的关键时
期，建立与农业、农村、农民
发展相匹配的数字乡村发展
模式，促进数字农业发展，提
高农业产能，对提升农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
要意义。

记者：我省实施数字乡
村战略有了一些试点和创新
模式，您如何理解这些模式
的各自特点？

郝雷：2020年，南和区、
辛集市、肃宁县、永清县被列
为数字乡村的国家试点，根
据自身条件与发展需求，各
地数字乡村建设选择了不同
建设重点与内容，形成了多
种建设模式。

南和区注重数字经济与
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打造区
域公共品牌。依托宠物产业
优势，打造京东产地仓、阿里巴巴产地仓，创出一
条“互联网+”产业体系发展路径，南和金米、金沙
河挂面、南和宠物食品等品牌效应显著提升。同
时，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水务、智慧党建、电
子商务等项目建设效果显著。该地已探索出一条
基于数字技术建设“产业发展好、公共服务好、农
民生活好”的田园综合体发展路径。

辛集市重点围绕产业提档升级，打通线上销
售堵点建设数字乡村。与阿里巴巴共建天猫服饰
辛集皮革产业带，皮革和皇冠梨产业两个电商产
业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县域普惠金融合作，成立

“数字经济体联盟”，建设全程可视化溯源“京东农
场”，构建“资源循环利用+数字科技助农+电商新
零售”发展模式，打造“政府+运营商+服务商”三
位一体的推进机制，初步形成“工农生产—产业发
展—企业金融—民生消费”全面数字化的市域经
济体新业态。该地走出了数字技术促进产业带转
型升级的建设道路。

肃宁县注重为地方特色产品提供电子商务服
务，实现鱼竿渔具、民族乐器和针纺服装等传统优
势产业与农村电商融合发展，初步形成“互联网+
传统产业”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全县鱼竿渔具
线上销售率近100%，针纺服装、乐器产品线上销
售率超50%。该地为具备相应电商基础的地区开
展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永清县注重智慧农业发展，创新“互联网+农
业”发展模式。重点推行“产品产地编码和质量五
户联保”制度，实现互联网在农机推广中的广泛应
用，形成了农产品监管、监测、追溯质量安全保障
体系，为农业品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疫
情常态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电商经济、播商经
济，促进了内循环，带动了县域经济发展。该地为
正在形成农业品牌的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参考
价值。

记者：着眼下一步，您对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有
何建议？

郝雷：一是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完善数字乡村发展重大政策制度，完善和创新数
字乡村建设制度、机制，重点制定涉及项目、资金、
数据、安全、网络等方面的管理办法。

二是探索建立政府、企业和公众合力可持续
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构建政府+外来企业+
农户的多元建设主体协同模式。

三是加强要素保障服务。构建多元共建融资
体系，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融资方式。鼓
励社会资本投资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
乡村新型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加大人才扶持力
度，充分发挥乡村振兴特派员作用，创建乡村人才
数据库，补充数字乡村建设力量。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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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在广平县
十里铺镇陈固村一处麦
田，工作人员操作植保
无人机开展喷防作业。

河北日报通讯员
程学虎摄

图① 近日，沙河市党
员志愿者段计永（中）在位于太行山
区的柴关乡为村民培训电商知识，指导村民
直播销售农副产品。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图② 日前，栾城区西营乡赵家庄村农民抢
抓农时搭建拱棚。（本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明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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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智”农具干好新农活

伴随着急速的“嗡嗡”声，一架架无人机在
葱郁的麦田里来回穿梭，旋翼下巨大的气流推
动农药雾流均匀散开，精准地喷洒在麦田上。

这是日前景县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小麦病
虫害统防统治的场景。

“一个人一天才能干完的农活，植保无人机
一个小时就能完成，一架无人机一天可以给农
田打药 1000 多亩。”景县汇丰种植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张洋说，“与传统人工喷雾器相
比，无人机药液喷洒细密均匀，比人工施药更加
高效、安全、节约。”

除了无人机，北斗导航也成为农业种植新
的科技手段。

4月20日，沧县南堤村带有北斗导航系统的
拖拉机，正按着预设速度和直线进行春耕作业。

“以前平整土地靠的是人工，费时费工也费
力，两个人得干半个小时，现在只需 3 分钟，而
且平整出来的土地质量高。”南堤村党支部书记
袁振强说，“若拖拉机偏离路线，导航可以自动
校正播种路线，播种效率更高更精准。”

北斗导航定位、无人机喷洒农药、拖拉机自
动驾驶……如今，以“数”为媒，我省智慧农业正
在重塑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数字技术赋能农业
生产，让新一代农人更加“耳聪目明”，让农业生
产更加轻松、精准、高效。

不仅种植业，智慧养殖同样可见数字科技
的身影。

“190928 号，泌乳牛，日产奶量 28.4KG，产
后 20 天，最近有发病情况。”每天一早，正定县
南楼乡东里双村金河奶牛养殖基地负责人石振
辉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

“通过可视化图表呈现的数据变化趋势，可
以判断每头奶牛的身体状况，这样兽医可及时
提供‘私牛健康服务’。”与畜牧业“脏苦累”的传
统认识不同，石振辉一个人管理着牧场1000多
头奶牛，“每头牛都有耳标号，通过耳标号我可
以随时掌握每头牛的情况。”

让乡村产业未来有“数”可期，2020 年，我
省永清县、肃宁县、南和区和辛集市4个县（市、
区）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同年12月，15
个河北省数字乡村试点名单出炉。这意味着，我

省农业产业数字
化进程加快，数字经济将

广泛用于种植、畜牧、渔业、种业、农
业农村新业态等方面。

有关专家分析，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
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
合应用。但目前智慧农业的发展现状是，针对我
国农户和小地块生产场景及多样化市场的技术
和产品创新不足，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此外，智慧农业发展不仅需要设备的“智
慧”、信息化技术的“智慧”，更需要农民自身的

“智慧”。而受传统种植观念和自身素质的影响，
农民还不能适应当前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新风
向，同时对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的推广应用还不
够熟练。

河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郝锋认为，推
动数字乡村跑出“加速度”，需要科技创新力量
的支撑，特别是要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
融合。与此同时，要不断加强农村数字素养和人
才培养，持续开展农民数字应用技能培训。

乡村经济“智”富有道

“生活就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山川风、青
石阶，远离都市聒噪，慢生活。这里是云阶客
栈。”4月7日，网络种草平台小红书APP的沉浸
式探店视频吸引众多网友目光。

视频中的云阶客栈位于邢台市信都区，依
山而建的古村落在视频中显得格外亮眼。

借助抖音、美团、小红书等多个平台，信都
区各个古村落在设法吸引各地游客，许多颜值
颇高的古村落民宿需要提前一周预定。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空心村’。借助数
字化盘活闲置宅基地，村集体统一流转了村民
闲置农房 24宗，改造建设特色民宿 200多间。”
前禅房村党支部书记李纪成介绍，民宿为村集
体增收20万元，村民人均收益5000元。

不仅如此，信都区的其他乡镇还在新农宅
网站上发布了整村盘活利用的信息。

“英谈村位于太行山东麓深山，距邢台市
65公里……2007年被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008年被授予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
授予中国景观村落。”这是信都区路罗镇英谈村
在新农宅网站上展现的村域亮点。

新农宅网站为我省农村提供线上发布信息
的平台，其中包括村域盘活、招商引资、房屋改
造、乡村民宿、农房租赁等。目前，网站上信都区
发布的整村盘活村庄共有11个。

“网站上留的都是村集体的联系方式，据村
民反馈，村里经常接到咨询电话。”新农宅网站
运营商河北平普科技公司总经理王力介绍，“把

农宅信息发布在网络，为农
宅盘活利用打通线上渠道，
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
振兴，实现互利双赢。”

借助数字化手段和众
多网络平台，信都区已引进
社会资本1.38亿元，盘活利

用闲置农房740余间，发展民宿、农家乐惠及18
个村，涉及的 600余农户年均增收 1万余元，村
集体年均增收10万余元，并带动生态采摘、休闲
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让“沉睡资产”变成“增收
活水”。

数字力量的赋能，让订单农业更加可控。
张家口市万全区是鲜食玉米种植黄金带，

这里的村民主要靠种玉米为生，今年57岁的阎
有祥也不例外。

“以前我自己种了 20 亩黏玉米，每年收入
完全靠当年行情，而且还会担心货卖不完。现在
我们把玉米给公司，公司在天猫上卖玉米，不担
心销路问题。”阎有祥说，村民和公司签合同，最
后的收成按事先约定的价格全部收走。

阎有祥所说的公司是当地的天勤农贸公
司，其通过打造天猫正宗原产地，推行订单生
产，借助数字化手段，帮助农民从过去的“靠天
吃饭”“凭经验种玉米”，转变为接订单组织生
产、按标准种植。

将特色产业打造成知名品牌，离不开数字
化力量的带动。

4月20日，天色微亮。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
田庄村村民马立辉家的仓库外，装卸工忙着核
对订单信息，随后将一袋袋宠物食品打包发货。

南和产地仓是阿里巴巴在全国设立的首个
数字乡村产地仓，通过整合宠物企业、物流快递
等各方优势资源，加快促进南和宠物产业向数字
化转型发展。如今田庄村常住人口111户456人
中，就有30户120余人从事电商销售相关工作，
田庄村也成了有名的“宠物食品用品淘宝村”。

截至目前，我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村电子
商务全覆盖，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覆盖
率达 100%，累计 66 个县获批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

“数字经济是数字乡村的重要内容，但也是
乡村振兴最大的短板。”郝锋认为，数字乡村新
业态、新模式还需要深入探索和挖掘，农民的参
与度与获得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此，要通过

“数商”引导农民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构建
“政府+企业+农户”的多元建设主体协同模式。
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逐
步推进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数字乡村
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带动产业富民增收，提升产
业发展活力。

乡村治理变“智”理

“胡家楼疫情防控点、小屯村监控点没有异
常情况，再切换到别的监控点画面。”4月25日，在
玉田县“数字乡镇”监控中心，大安镇党委书记靳
国颖正在看镇上15个重点卡口村人员流动实况。

随着屏幕切换，看到各个卡口村没有异常
情况，靳国颖放下心来。

“‘数字乡村’摄像头覆盖我镇的15个重点
卡口村、600余个村内点位，通过监控点位，镇村
工作人员可以随时监控并回放卡口的防控情况，
还可实现实时观看和实时语音对讲。”靳国颖说。

而且，村级巡逻队工作人员在巡逻街道的
同时，还能通过手机实时监督卡口以外群众聚

集、口罩佩戴、路边闲散人员摆摊、垃圾乱堆乱
放、非法开设辅导班等情况，避免了人工巡逻顾
此失彼的情况。

依托大数据，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明显
提升。

近日，巨鹿县小留庄村村民孙淑霞一家遇
上了出行难：门前小巷自来水管道施工路段因
填土不实，雨后出现了近百米长的塌陷。

该村网格员刘江棉赶到现场查看后拍照，
通过手机填写信息上传到“巨好办”数字乡村综
合管理平台。平台快速响应，按照职责清单指定
有关部门受理。次日一早，施工队赶到现场填土
夯实，同样用“文字+图片”向平台报告结果，事
件处理完毕。

“巨好办”数字乡村管理平台是在巨鹿县智
慧党建平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平台设置了事件
上报、分类受理、响应指定、部门处置、结果反馈

“五步流水作业”流程。网格员把以往部门难以发
现却又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及时通过“巨
好办”平台上报，实现矛盾问题的“即报即处理”。

群众有事愿意找网格员，得益于整个平台
高效的信息处理机制，确保有呼必应、限时办结。
此前巨鹿县以原有的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燃气
安全协管员、人民调解员、综治网格员等各类网
格员为基础，进行统筹整合，实现了“多员合一”。

依托智慧化网格平台，我省将基层治理工
作的“触角”延伸到乡村各个角落。截至去年11
月，全省划分网格 97319 个，配备网格员 12.25
万名，网格化服务管理覆盖率达到100%。

“巨好办”不仅是网格员反映问题的平台，
也是巨鹿县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的手机APP。

“原来去乡里办个证明跑好几天不一定办
成，现在不光快，还有人帮你代办。不再需要为
了缴费、办事各地跑，指尖轻轻一点即可完成。”
巨鹿县张毛庄村村民张书辉说，“孩子在外地打
工，下载‘巨好办’APP可以远程操控，村里有啥
事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郝锋指出，当前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得
到不同程度运用，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
薄弱的问题仍较突出，迫切需要补齐短板。而且
数据条块分割、共享率低，各部门各类智慧应用
功能融合度不高，信息孤岛现象也很突出。“未
来，要借助大数据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打破信息孤
岛，拓展乡村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
推动数字化的触角延伸到农
村各个角落，持续
增 强 农 民 的 幸 福
感、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