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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县域是数字技术及应用创

新的主阵地，创新也已经成为推动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的

新动力，它会带来农业生产力质的飞跃。县域数字农业农村

发展必须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但中国“大国小农”的基

本国情，需要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为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道路提供动力。因此，为大力发展数字农业，推动农业农村

数字经济在创新实践中快速健康发展，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

专门开展了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征集活动。从申报项

目总体情况看，近年来，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广大

农村得到越来越多应用，对促进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突显，创新贯穿产业链全过程，带

来新的业态和新的就业；信息进村入户、农村电子商务正在

惠及更多小农户，使小农户也搭上信息化的快车；数字农业

农村向纵深推进，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建设运

行机制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前景可期。

一、创新项目征集评选概况

本次创新项目申报期内，共有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358 个县（区、市）提交创新项目（每县限报 1个），

初审 337 个项目合格，占申报项目总数的 94.7%（见图 1、

附表 1）。经组织专家评审，最终推荐出 96 个优秀项目（见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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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申报地域和省份看，创新项目在东中西部各省份竞相

迸发，东部地区继续领跑，西部地区紧随其后，且超过中部

地区。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县域创新项目 139 个，西部 130

个，中部 68 个，分别占 41.2%、38.6%、20.2%。其中，东部

省份浙江省创新项目数量最多，有 57 个，占 16.9%；西部省

份的广西和重庆表现突出，分别有 54 个和 37 个，居第二、

三位，两地项目合计占了西部地区总数的 70%。此外,江西省、

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河北省、湖南省等 7个

省份创新项目提交数量超过 10 个，上述 10 各省区市创新项

目合计占全部创新项目的 73%。

图 1创新项目省域分布

从申报覆盖面看，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浙江省 4

个省份表现突出，其创新项目提交合格数量均超过了本省市

辖区县域总数的一半。其中，北京、上海两市提交率达 100%。

此外，广西提交率达 48%，绝对数与提交率都居全国前列。

从评选结果看，入选优秀的 96 个项目基本代表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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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典型示范意义和可复

制、可推广价值。其中，浙江、广西、重庆入选优秀的创新

项目数量均超过 10 个，安徽、江苏、山东、江西、北京、

河北、湖南、上海等 8省市入选优秀项目都在 4个及以上。

二、创新项目特点分析

（一）从创新项目环节看，生产类项目占比近半

对评审合格创新项目所属环节分析，主要涉及农业农村

的生产、管理、服务和经营。其中，生产类项目 159 项，管

理类 61 项，服务类 61 项，经营类 56 项，占比分别为 47.2%、

18.1%、18.1%和 16.6%。生产类涉及的领域和对象有产业链

质量安全控制与可追溯体系，有数字化养殖技术，有生产监

控和产业数字化实践，也有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信息

技术，建设农业智慧园、打造现代生态农业的创新性实践等。

管理类主要涉及智慧乡村或数字乡村建设、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渔船信息化的监管系统和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创新性

工作。服务类主要涉及信息进村入户、益农信息社，以及为

农业农村提供服务的信息化项目等。经营类主要涉及电子商

务在农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中的创新应用（见

图 2）。



5

图 2创新项目所属环节分布

（二）从创新项目领域看，种植业、数字化监管、信息

服务类项目数量居前三

总体看，创新项目覆盖了种植业、畜牧业、渔业、数字

化监管、益农信息社服务、电子商务、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

（见图 3）。其中，种植业类项目约占 26.7%。该类项目将大

数据、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实现农

情实时监测、精准施肥、智能灌溉等；畜牧业类项目占 8.1%。

该类项目通过对畜禽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实现饲料投

放、环境监控、预警监测、远程诊断等；渔业类项目占 3.3%。

该类项目通过水产精确养殖、水质监测和病害防治信息技术

的应用，提升渔业生产的标准化、智能化水平；数字化监管

类项目占 17.8%。该类项目基于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技术，构建农业数据客户端、大数据门户网站、农业大数

据管理系统等，为现代农业提供生产经营管理电子档案，切

实提升政府涉农管理、服务效率和水平；益农信息社服务类

项目占 15.4%。该类项目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信息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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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打造统一管理、上下联动的益农信息规范化服务体

系，“全天候、全方位、全程化”地为农民及生产企业提供

涉农政策、技术、市场行情信息等服务；电子商务类项目占

14.8%。各地坚持“互联网+”的思维和发展新模式，加快以

电子商务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数字乡村建设类项目

占 13.9%。该类项目通过在村级党务、村务、财务、社会治

安等领域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改善农民

生活品质。

图 3 创新项目所属领域分布

（三）从创新项目路径看，从信息服务向生产领域发展

从此次提交的创新项目来看，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创新路

径正在从原先的政务信息管理、农村信息服务为主，向农业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并逐步扩展到如今生产领域的各个方

面。如电子商务等经营类项目正在接近益农社等信息服务类

和数字化监管类项目比例，而智能生产类创新项目占比已远

远超过其他类别，成为新的创新发展前沿。这也说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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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四）从创新主体看，企业为主的项目占六成以上

在评审合格项目中，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有 216 个，其

中包括 3个合作社，占比 64.1%，主要为各类种养殖项目；

以政府为主的 114 个，占 33.9%，主要是各类信息服务、安

全监管等项目；以社会机构为主的 7个，约占 2%，主要涉及

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为各类智慧园区建设项目（见图 4）。

在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中，各地以项目为抓手，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体、社会参与，各方协同、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其

运作模式大多为政府引导和扶持、搭建平台、提供服务及统

筹规划，负责监督和推进项目的实施；各类企业以不同方式

参与其中，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与推广应用，提供关键技术

支持与培训；大学、科研院所等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研

究成果转化。通过产学研结合，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

集聚涉农部门、行业、领域的资源，全面推进项目建设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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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创新项目所属主体分布（单位：个）

三、创新项目成效分析

从本次创新项目的征集及评选情况看，运用互联网技术

和信息化手段来推动农业农村工作实现重大创新，是深入推

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各地创新项目

从不同角度发力，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

面振兴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化支撑，成为引领驱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的先导力量。

（一）从经济建设角度看，创新项目促进了农业生产经

营提质增效，极大引领了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信息化能够实现对农业生

产经营的数字化改造，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从而为乡村产

业振兴提供重要支撑。从各地创新项目实施情况看，以物联

网、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

农业发展全面深入融合，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实现精细化、数

字化、智能化管理，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集约化

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进而实现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大大促进了乡村产业

振兴。如湖北枝江市银盛果蔬专业合作社建设了农业物联网

信息采集监测系统及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系统，提高了蔬菜

单产，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其中，蔬菜单产由原

来亩平 4500 公斤增加到 6000 公斤，产品优质率达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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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社会建设角度看，创新项目促进了农村新型经

营主体培育，极大助力了乡村人才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体，人才是基石和关键。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武装农民，能够让更多农民分享互

联网产业发展福利，更好地促进乡村人才振兴。通过一系列

信息化项目工程的推进实施，各地集聚农业农村信息化人才

的环境初步形成，培训农业农村信息化实用人才的措施不断

压实，催生了一批懂信息知识、会信息技术、精通现代经营

管理的新农民，促进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

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极大地推动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创新创

业热潮，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益。尤其是通过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实施，针对农民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培训与服务成为各

地农业农村工作的常态与重点。如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加快推

进信息进村入户工作，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开展有针对性的

培训，提高企业、农村服务网点等各行业人员应用信息技术、

电子商务的能力，使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成为吸纳大学生、贫

困户、农村复转军人等在农村就业扎根的重要渠道。

（三）从文化建设角度看，创新项目促进了乡村传统文

化繁荣发展，极大加快了乡村文化振兴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是让农村焕发生机和

活力的重要抓手。利用信息化手段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

对高质量文化的需求，更好地挖掘保护乡村特色文化，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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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文化振兴大有裨益。各地在打造智慧乡村、发展乡村旅游

等工作中，注重以信息化手段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

与宣传，做大做强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让文化产业催生乡村

发展内生动力。如安徽宣城市泾县通过农村电商积极推动当

地宣纸传统产业发展，培育宣纸网店经营户 530 多户，辐射

周边 1300 多户农民开设网店。该县的安徽云岭星火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结合皖南乡村文化、红色文化底蕴，依托近代的

农耕文化和老手艺、老工匠等技艺，大力发展旅游项目，“云

岭锅巴手工制作技艺”和“药膳葛根汤”被列入宣城市非物

质文化保护遗产。

（四）从生态建设角度看，创新项目促进了污染防控治

理，极大推动了乡村生态振兴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信息化能够进一步提高乡

村环境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在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方面大有可

为。许多创新项目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将生态效

益作为衡量项目成效的关键指标，利用大数据技术、物联网

设备实现了对种养殖环节的精确感知、精准投入、精细管理，

取得了节水、节肥、节药、减排的良好效果，推动了农业可

持续发展。如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启动了园艺作物数字农业

建设试点项目，实现了数字技术在赣南脐橙和蔬菜产业中的

应用，项目实施促成节水 40%、节肥 30%、节药 25%，农业废

弃物利用率提高 10%。在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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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各地也涌现出一批信息技术应用优秀项目。浙江嘉

兴市南湖区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创新推出“垃非”APP。

农户使用“垃非”APP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拍照上传即可赚

取积分，用积分等值兑换日用商品。项目实现了农户、第三

方、主管部门三方的互相监督，全面提升了农村生活垃圾分

类参与率、覆盖面。

（五）从政治建设角度看，创新项目促进了农村基层社

会治理，极大支撑了乡村组织振兴

组织振兴是构建和谐农村、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许多创新项目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农村

基层提供党务、政务、村务、商务、事务公开与交流的平台，

有效提升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

了信息化支撑。如江苏常熟市建设了“常熟市农村集体资金

管理系统”，实现了村级资金支付流程全方位、全实时监督，

提升了全市村级集体资金监管水平和管理能力，有效促进了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农村基层政治生

态环境。

四、发展趋势及建议

当今时代，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化进入

到大数据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本次征集

的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数字

农业农村发展的现状水平和特点，代表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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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其中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发展趋势

1.农业生产数字技术创新会成为下一步关注的焦点，生

产领域创新会进一步蓬勃兴起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在重要农产品全产

业链大数据发展的驱动下，数字技术创新正在向农业生产各

个领域逐步渗透。智能化、数字化正在和农业生产的环节紧

密结合，节能、高效、集约、环保型农业生产会在数字技术

推动下迎来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2.农村电子商务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农村数字经

济的蓝海会进一步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9.01 万亿

元，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2.6%；其中，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为 5425 亿元
*
，占全国网上零售额的 6.0%，占农产

品交易总额的 9.8%。可以预见，农业农村电子商务这片蓝海

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农村居民民生保障信息化服务的创新会加速发展，城

乡数字鸿沟会进一步缩小

随着数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信息化服务在农村居民

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民生保障会进一步加速发展。通

过数字技术广泛的应用，将推动和提升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

*农产品交易总额为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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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广大乡村居民更多分享现代文明成果，

进一步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发展建议

1.加大对创新项目的政策支持，推动体制机制运行模式

创新

各级政府要鼓励和支持创新，对创新项目给予引导，通

过政策、资金等优惠条件，不断促进和调动利用互联网创业

创新的积极性。同时要秉持审慎监管的态度，为创新提供更

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利用机制体制运行模式的创新打破原有

束缚，不断加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同时围绕全产业链大

数据建设，让农民种田越来越轻松，让农业迸发出新活力。

2.加大创新项目经验总结和示范推广应用，促进数字农

业高质量发展

各县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安排创新试点和示范项目

落地生根。进一步深入总结项目实施经验，推出一批操作性

强、可复制的技术模式和产品，加大宣传和推广应用，使信

息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由盆景变为风景。同时要因地制宜探

索涉农数据资源从采集、共享、处理、分析等全链条、全流

程的建设模式，挖掘信息技术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的作用和大数据驱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

量发展的潜力。

3.加快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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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衔接

在我国小农户占绝大多数的国情农情下，不仅要依托现

代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合作社等规模化经营主体推广应用

智能监控、大数据等高大上的信息技术，更要加快以适当方

式、适宜手段促进小农户的信息化。要进一步加大推动力度，

以益农信息社为载体，探索多种模式的信息服务，为广大小

农户提供生产技术、市场价格、支持政策等信息和电子商务

等现代营销方式培训，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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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各省创新项目提交情况
单位:个

省名
创新项目提交

合格县数
优秀创新项目数 省级县域总数

创新项目

提交占比%

浙江省 57 12 84 69

广西壮族自治区 54 12 114 48

重庆市 37 11 38 95

江西省 18 4 93 20

江苏省 16 7 80 20

安徽省 16 5 99 21

山东省 14 5 75 19

北京市 13 4 13 100

河北省 11 4 140 9

湖南省 10 4 122 9

上海市 9 4 9 100

福建省 8 2 74 11

陕西省 8 2 100 8

湖北省 7 2 92 8

四川省 7 2 178 5

河南省 7 1 86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 1 81 10

黑龙江省 5 1 102 5

海南省 4 1 19 21

辽宁省 4 1 80 5

内蒙古自治区 4 1 95 4

贵州省 3 1 85 6

云南省 3 1 129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1 22 14

山西省 3 1 114 3

天津市 2 1 9 22

青海省 2 1 38 5

甘肃省 2 1 76 5

吉林省 2 1 44 5

新疆兵团 1 1 9 11

广东省 1 1 91 1

西藏自治区 0 0 76 0

总计 337 96 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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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创新项目优秀名单
省 市 县/区 项目名称

北京市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区智慧乡村建设项目

怀柔区 怀柔区智慧乡村创新项目

平谷区 智慧蛋鸡物联互通数字农业创新项目

延庆区 “智慧沟域+信息进村入户”建设项目

天津市 天津市 宝坻区 百万只蛋鸡数字化养殖应用示范项目

河北省

石家庄市
元氏县 数字农业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藁城区 农业资讯建设项目

承德市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数字农业建设项目

唐山市 丰南区 基于“1+N+IBMS”投建管服一体化数字农业技术项目

山西省 吕梁市 汾阳市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数字化试点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喀喇沁旗 数字农业农村“五大平台”建设项目

辽宁省 盘锦市 大洼区 “互联网+认养农业”创新项目

吉林省 长春市 双阳区 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店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 黑河市 孙吴县 “互联网+农业”创新项目

上海市 上海市

嘉定区 物联网技术在葡萄种植中的应用项目

浦东新区 智慧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金山区 “互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项目

崇明区 生态农业大数据平台项目

江苏省

苏州市
吴江区 内河渔船信息化监管系统的建设和在渔船管理中的应用项目

常熟市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数字平台建设创新项目

常州市 武进区 智慧养殖数字农业试点创新项目

扬州市 江都区 基于土地大数据的农业数字化生态构建项目

泰州市 兴化市 全国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田间试验示范项目

盐城市
响水县 南河镇数字乡村建设项目

阜宁县 智慧农业及大数据平台项目

浙江省

杭州市
余杭区 农村经营服务数字化创新项目

临安区 “临安山核桃”亮牌战略山核桃自然落果智能监管系统项目

温州市 平阳县 一鸣乳业三产融合数字化创新项目

嘉兴市
南湖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大数据精细化管理项目

桐乡市 农业物联网示范应用与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湖州市 安吉县 农业信息服务“一站式”创新项目

金华市

兰溪市 云上农业服务与监管创新项目

义乌市 肉鸡全产业链质量安全控制与溯源技术项目

东阳市 动检通 APP的开发与应用实施项目

丽水市

遂昌县 绿色惠农卡平台建设项目

松阳县 茶叶“双卡溯源”信息化监管系统全程可追溯项目

云和县 山区水产养殖场数字化建设与示范项目

安徽省 芜湖市 芜湖县 信息进村入户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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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
怀宁县 “蓝莓+物联网”全域智慧农业示范项目

岳西县 数字农业智慧养殖项目

宿州市 砀山县 数字果园创新项目

宣城市 泾县 数字农产品销售创新项目

福建省 宁德市
蕉城区 南阳现代农业智慧园创新项目

福安市 信息进村入户创新项目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县区 园艺作物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

吉安市 青原区 “互联网＋现代农业”创新项目

宜春市
奉新县 文峰农创空间信息化运用项目

高安市 巴夫洛物联网智慧农业应用平台项目

山东省

青岛市 莱西市 智慧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服务项目

枣庄市 滕州市 丰谷云农科技园创新项目

潍坊市 寿光市 农业智慧监管创新项目

济宁市 金乡县 数字农产品质量安全创新项目

泰安市 新泰市 借力“农技宝”构建农技推广信息化服务平台项目

河南省 周口市 商水县 智慧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创新项目

湖北省
宜昌市 枝江市 七星台镇银盛果蔬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设施蔬菜项目

黄冈市 黄州区 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系统建设项目

湖南省

株洲市 攸县 “互联网+农业”助推乡村振兴创新项目

衡阳市 祁东县 电商扶贫助农创新项目

岳阳市 岳阳县 特种水产养殖无人船与互联网应用项目

益阳市 安化县 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创新项目

广东省 河源市 和平县 省级猕猴桃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西乡塘区 美丽南方智慧农业园区创新项目

横县 “智慧乡村”系统提升乡村管理水平创新项目

柳州市 融安县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创新项目

桂林市 恭城瑶族自治县 “一干七支”沿岸生态农业产业带创新项目

防城港市 东兴市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创新项目

钦州市 灵山县 农村网红助推精准脱贫创新项目

玉林市 兴业县 电商扶贫领航信息进村入户创新项目

贺州市 八步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系创新项目

河池市 巴马瑶族自治县 信息进村入户示范县创建项目

来宾市 象州县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创新项目

崇左市
宁明县 骆晔循环农业创新项目

天等县 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创新项目

海南省 直辖市 文昌市 “互联网+佛珠”产业建设项目

重庆市 重庆市

渝北区 都市特色农业智慧化创新项目

巴南区 奶牛养殖数字化示范创新项目

璧山区 畜牧云平台构建与网格化监管服务项目

合川区 蛋鸡养殖数字化创新项目

潼南区 柠檬产业数字信息技术升级发展项目

荣昌区 国家级重庆（荣昌）生猪交易市场数字化平台建设项目

开州区 农业物联网推动柑橘水肥一体化智能管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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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 农村电商脱贫攻坚创新项目

丰都县 电商进农村创新项目

忠县 生猪养殖智能化创新项目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农村“电商+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创新项目

四川省
成都市 彭州市 蔬菜全产业链大数据中心建设创新项目

宜宾市 高县 “心连网”数字扶贫创新项目

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
罗甸县 火龙果大数据深度研发应用项目

云南省 大理州 祥云县 菜园信息化助推现代农业创新发展项目

陕西省
安康市 白河县 农资监管平台创新项目

汉中市 勉县 农资监管创新项目

甘肃省 张掖市 甘州区 设施园艺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

青海省 西宁市 湟中县 数字化促进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蔬菜产业发展创新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 贺兰县 畜禽养殖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
喀什地区 喀什市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创新项目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石河子市 第八师石总场数字农业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