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办于2002年，十余年耕耘垄上服务农民 
受到领导赞许、业内认可和农民欢迎 
成为全国电视媒体对农服务的一面旗帜 
先后延伸出垄上频道和若干对农服务产业 

湖北广播电视台 

湖北长江垄上传媒集团 
重点打造全湖北省专业对农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频道，及延伸产业 

努力使垄上行成为服务湖北“三农”、全国“三农”的大平台和大品牌 

关于我们 



从事新型农业农村信息化服务的探索和实践 

整合“垄上行”旗下对农信息传播服务资源 

与社会资源全面对接合作 

贴心贴近为农民服务 

创新型对农信息服务模式 

【频道】与【渠道】相融合 

【漫灌】与【滴灌】相结合 

【信息】与【商务】相支撑 

一站式实用服务平台 

■以服务“三农”为核心，辐射打

工群体、城市居民，通过三网、三

屏融合等新技术，为全省4000多万

乡亲提供农技、致富门路、供求、

维权、团购、健康生活等服务。 

 

■ 垄上行新农会会员规模已超过30
万。日均累计发布对农信息近2000
条、10万余字，年均累计提供对农
信息服务近7500万人次 

涉农服务信息：一网打尽 

对农服务渠道：无孔不入 

为农解决问题：一个不漏  

我们的定位 



与覆盖全湖北省城乡、实现24小时播出、开设多档对农服

务节目的垄上（电视）频道建立完整的信息互联互通共享

系统。 
 

建设了60个席位、7*24小时服务的垄上呼叫中心，配备相

关硬件及应用软件，开通了965333垄上热线。已在荆州试

点与农业部门共建12316农技服务热线，对各乡镇近500名

农业技术员的工作进行派单、调度、回访、宣传、推动。  
 

与湖北省移动合作，在全省范围开通并每日定时发送超过

30万份“垄上行”手机报，针对不同农业生产区域发送不

同内容。 

信息化建设情况 

我们做了什么 



与湖北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厅等部门合作，初步建成乡镇农技员
队伍、垄上行农民记者、垄上行情报站长、远教垄上行骨干队伍、
垄上行新农会会员体系等基层人际服务网络。 
 

建设了1个对农综合信息服务互联网站——“垄上中国”，同时开
通开发了专门的微博、微信、企业QQ等移动互联网交互产品，及移
动互联网WAP网站、手机客户端软件。 
 

初步建成了1个对农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基础应用数据库。并开始探
索对农“电视+电子”商务服务。 

信息化建设情况 

我们做了什么 



垄 上 行 综 合 惠 农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运 营 架 构 图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怎么做的 

利用呼叫中心、电视栏目、手机彩信报、手机客户

端、互联网网站、微博、微信等，打造有效的信息

入口通过多渠道传播、三屏互动、三网融合等手段 

全方位、立体地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政策解读、

致富门路、市场供求、举报维权、生产生活团购、

健康生活、订单农业等贴心贴近有用的信息服务。 

农民、农村地区“电视机+手机”保有量高、使用率高 

与农民双向互动 

“频道+渠道” “传播+服务” 
农技公共信息服务及时有效发布送达  



 

针对农村信息传播环境的 

“最后一公里困境” 
需要通过贴近的、交叉覆盖的传播通道 

实现信息的无缝覆盖和有效到达 
 

我们是怎么做的——通过完善的信息服务吸引用户，积累用户量 



 

  垄上行 

  十年如一日 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赢得湖北农村干部群众的信赖 
 

案例①  2005年 田间直播“水稻机械抛秧”技术 
使这项据信需多年才能全面推广的新技术快速见效，提前3-5年普及 

 案例④  2011年 出现50年不遇干旱 各栏目积极行动 
 组织专家下乡支援30多次，发放慰问物资近50万元。 

案例③  2008年 荆州柑桔受蛆柑事件影响大量滞销 
主持人、记者通过各种义卖活动帮助橘农销售1000多万斤柑橘。 

 案例②  2006年 江汉平原发生百年难遇稻飞虱危害 
 各栏目连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防治，避免了更大灾情，减少损失近亿元。 

我们是怎么做的 



垄上频道开办有多种多样的对农栏目 

日播自办节目时长超过200分钟 

绝大多数收视率高居湖北农村市场前列 

在全国同类媒体中处于领先 

确保充分满足农村受众信息需求 

我们是怎么做的 

…… 



直播栏目+呼叫中心，降低用户获取、使用信息服务的门槛 

 《村委会值班室》,时
长50分钟，每日中午
11:50至12:40通过“垄
上电视频道 ”“湖北农
村广播 FM91.2” 在全省

范围并机直播。 
 

 通过呼叫中心的后端
服务对接，借助专家、
职能部门支持，提供政
策咨询，帮扶求助，农
技信息，情感调解，争
议评理，专家支招，让
农村干部群众的难事、
烦事能够得到实时在线
回应。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怎么做的 

  垄上行呼叫中心是通过与用户进行一对一的沟通，根据用户的
需求为用户做好相关的解答，全天24小时把我们最贴心的服务传达
给用户。日均话务量达5000多个。 



手机报，是目前实现点对点传播对农信息的重要载体，也为农民
建起了互联互助平台，垄上行手机报日均发送量达30多万份。 

我们是怎么做的 



垄上中国网站 
 

垄上微博集群 
 

垄上公众微信 
 

我们是怎么做的 



手机客户端集群 
 

我们是怎么做的 



183名农技专家 
160多名垄上行农民记者 
700多名垄上行新公社店长 
2800多名垄上行情报站长 
30000多名远教垄上行骨干 
共同为平台提供支撑 

构成农民身边的 

信息情报员    热心服务员   农技推广员 

我们是怎么做的 



垄上行新农会综合惠农信息服务平台信息处理互联系统 

我们是怎么做的 



  平台凭借采集的农业产业人员、农业企业、涉农问题解答等资
料数据，建设基础应用数据库。基于平台数据库通过统一的信息加
工、分发系统进行咨询解答，并通过各类终端、渠道、媒介进行信
息服务分行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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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么做的——多渠道收集信息，统一加工，分渠道下行服务 



 

农技信息数据库 
 

 

三农资源数据库 
 

 在服务中整理、归档、

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并建立

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分析。 

 再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为传播手段，为农村干

部群众提供立体化、个性

化的较精确的点对面与点

对点相结合的农技公共信

息服务。 

我们是怎么做的——建立数据库进行大数据分析提供精准服务 

垄上行新农会综合惠农信息服务平台功能描绘图 



◆手机号码15272314742：感谢垄上行新农会，是你传我技术，今年我的庄稼丰收了，你真

是我的好老师。 
 

◆手机号码13687233186：我是潜江人，四十三岁，发了几个手机报就找到一个老婆，她是

公安人,我们结婚了！感谢垄上行手机报! 
 

◆手机号码13872380984：感谢垄上呼叫中心这个平台,我发送的买卖信息都已经成交,谢谢! 
 

◆手机号码15090739151：我是一名在海南的打工仔，垄上中国时刻伴随着我，愿垄上中国

微信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精彩,更加贴近民心! 

 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用最广大农民群体方便使用的方式，使

他们能够快速、简单、直观、廉价地获得信息，使他们养成主

动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享受信息服务的意识。  

 既满足了农民的多样信息需求，又可促进新媒体在农村地区

的应用与发展。 

取得效果——通过精确优质服务取得农民的信任，提高用户黏度 



 

实效性大 
 

实用、好用、愿意用，
懒汉式应用 

 

先天优势  
 

信息服务的最佳集成节点、
推广节点、传播节点  

 

影响力大  
 

农民需求的最大归集地和
服务枢纽  

 

模式成熟  
 

信息服务模式经过了实践
检验，已经很成熟。  

 

构架成形  
 

系统构架已经成形，系统内
各个子应用建设稳步推进 

取得效果 

 

品牌知名 
 

十年贴心贴近服务，深入
田间地头，农民信任 



取得效果——获得农民信任，用户体验好、使用率高、黏度高 

每年举办各类大中小型活动超过100场，其中一年一度“春
天/金秋垄上行”规模盛大，“垄上行赶集会”两年举办近
50场等等，送文艺、送服务、送欢乐到农村，已成为广大
农民的盛大节日。 



十余年春垄现场；即使下雨也不能阻挡热情的乡亲前来观看。 

取得效果 



2013年4月3日、10日、15日，连续三场春天垄上行分别在随州淅河、
武汉新洲、咸宁通山上演。 

取得效果 



取得效果 

  历届垄上行新农会·赶集会，送文艺、送服务、送实惠到农
村，实现多部门联动的“惠农大合唱”，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村
节庆集市活动。 



以成熟优质的服务，
赢得农户信任，积累
用户数量 

通过与农民的交互收
集用户需求、反馈等
数据，建立数据库 

用更加精准的服务吸引更
多用户，以大量用户吸引
厂商并根据农户需求进行
商务探索 

通过商务尝试的
盈利，反哺新农
会提供的对农信
息服务 

我们的运营发展思路 



我们的探索①——农技服务的工单模式 

 我们已在荆州试点与农业部

门共建12316三农服务热线，

将12316接入垄上呼叫中心，

为12316导入流量，发挥12316

在农技服务上的优势。 

 同时我们在荆州试行农技服

务“工单模式”，对各乡镇近

500名农技员的农技服务工作

进行统一的调度、派单、回访、

宣传。农户打个电话就可获得

农技员现场指导，服务结果还

将得到回访监督。 

 下一步，我们希望能逐步向

全省推广这一模式，以便编织

一个全省“农技员服务网”。 

12316接入垄上呼叫中心—— 

探索农技专家服务的“工单模式” 

12316+965333 回访监督工单效果 

统一接听收集需求 

农技员 
农技专家 

简单 

问题 

实时 

解答 

垄上百科（数据库） 

农户、合作社 

上门 

现场 

调查 

指导 



  为更好地培育农村电商市场和农民的网
络使用习惯。我们在湖北荆州市监利县新沟
镇等地设置了基层农技站点，配备了触摸一
体机、免费wifi等软硬件设备。用农技知识
讲解、公共查询服务、免费上网等公益信息
服务吸引用户，然后宣传展示我们的电商产
品详细介绍和购买方法。 

我们的探索②——通过基层农技站等线下渠道加快农村互联网普及 



会员制服务 大数据应用 
 

“电视+电子”商务 
 

帮助农民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服务 
引导帮助农民种养销售绿色安全的农产品 

我们的探索 



  “垄上（公益）团购”活动，通过家电日用品、农资产品、医
疗服务等多类型团购，累计实现交易额7千多万元，为农民谋取实实
在在的优惠达900多万元。 

我们的探索③——工业品进农村 



  “垄上（公益）团购”活动，通过手机报、
电视宣传片、网站、微博、微信等多渠道宣传，
通过呼叫中心、短信等方式对用户的咨询进行解
答。 
  我们还联合了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银行，采
取先支付订金，货到付余款的形式解决部分农村
用户的支付困难。 
  垄上行新农会依据农村信息化建设现实，以
“电视+电子商务”的形式，进行了工业品进农
户的有效尝试，并取得一定成效。 

用户咨询团购的来电、短信： 

15572573877 文爱华，荆门市沙洋县后港镇岗口村5

组，咨询账号、户名。正在汇款 

 

QQ:向往¤连衣裙 2012-2-6 我想团购空调,现在是空调
销售淡季,可以抓住机会把价格砍低点,我希望团购格力
空调 

15572006285 垄上团购需报名，砍价还价垄上行。群

体团购确实好。贷真价实大家要，本次活动人人夸，补
贴大奖送到家。商家愉快农家东乐，希望长久能合作。 

 

13545783948 感谢新农会的工作人员!我团购的绿能电
动车,我今天已收到货。 

15572096239 我前两天才买了星月神牌子的电动车花
了三千多，垄上台团购才2390元现在我都有点后悔买
早了。 

 

13227698762 垄上行大团购，确是给乡亲们带来了实
惠，也更放心。  

我们的探索③——工业品进农村 



  垄上行新农会……既为农民提供

一对一的信息服务，还能让农民会员

在看病、就学、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方

面，得到除国家有关补贴政策之外更

多的实惠。12月15日，垄上行新农会

组织团购品牌洗衣机，农民在享受国

家家电下乡补贴之后，每台洗衣机还

能再省400多元，仅三天时间就收到

了将近900个订单。连当地的厂方负

责人都说：“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猛

的势头，我们几乎招架不住了。” 

  

    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1

日报道《电视频道，还可以这样办！》 

我们的探索③——工业品进农村 



农 

 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我们还组织了“垄上优选”活动，通过与种养殖大
户、专业合作社、中小企业等深度合作，将农村的优质绿色农产品销售到城市
来。同时，积极探索订单农业、农业电商等领域。 
 目前， “垄上优选”正在组织 “洪湖清水大闸蟹”、“荆州大白刁”等优
质水产的试销。 

我们的探索④——农产品进城市 

 湖北农产品

品牌孵化器，

探索打造优质

农副产品上行

渠道。 

垄上优选: 



我们的探索⑤——对农企的商务服务 

利用媒体
优势，多
渠道宣传
湖北三品
一标农产
品 

建立涉农
企业间的
B2B、B2C
平台，面
向全国推
广、销售
这些企业
生产的优
质绿色农
产品 

增强企业
运营实力、
助力湖北
本土农产
品品牌孵
化，提高
湖北农产
品在全国
的知名度、
美誉度 



以服务为宗旨          以需求为导向 

农民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垄上行综合惠农信息服务平台 

贴心贴近为农民服务 

我们的一点体会 

培养农民的信息意识和能力 

为市民提供绿色安全农产品的购买渠道 

让农民学会使用信息→从信息中得实惠→愿意为信息付费 

是推动农村信息化进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一点体会 



谢谢大家，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湖北垄上行新农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