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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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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8日 

农业不应成为“数字鸿沟”
的受害者 

信息化不应成为城乡差距的
新表现 

信息化水平是一个部门的核
心竞争力，也是领导力 

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制高点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十八大：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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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信息化的表述 

农业部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四大战略目标 

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程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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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远瞩、总览全局，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谁来种地”、加强农村社会
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和总体部署。 

明确要求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农民、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依靠改革创新加快农业
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相辅
相成。 

就深刻领会和把握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
于三农工作的战略思想，切实抓好明年农业
农村重点工作，不断改进对三农工作的组织
领导进行了具体部署。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领导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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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1 
 

中央财政要从重大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
改造、科技创新推广、信息化服务、市场体
系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产区转移支付

等方面，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习近平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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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运输 收购 生产 销售、消费 

2 
  要抓紧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尽快

把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建起来，
实现农产品生产、收购、储存、运输、销售、消费全链
条可追溯。——习近平 

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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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2005年十六届五中

全会就已经提出，这件事要抓下去，抓出成效来。-习近平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9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4 
 

机械
种田 

二牛
抬杠 

 加快推进以农业机械为
重点的生产工具变革，
积极采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的
水利化、机械化、信息
化水平。——李克强 

鼠标
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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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信息化的表述 

农业部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四大战略目标 

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程的总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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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信息化四大战略目标 

目前 

 2015年 0.05 
0.08 

0.45 

0.32 

0.12 

0.20 

0.60 

0.50 

生产 
智能化 

经营 
网络化 

管理 
高效透明 

服务 
灵活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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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智能化 

北京设施园艺 

黑龙江水稻种植 

江苏宜兴河蟹养

殖 

天津设施园艺和

水产 

安徽四情监测 

上海农产品质量

追溯 

① 首批国家物联网示范工程 
智能农业项目 

② 农业物联网区域 
试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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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网络化 

国 国 国 国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制定法律法规 完善管理体制 加强政策支持 培育经营主体

区域性产地市场
规划市场604个，覆盖各省各品种

国家级产地市场
十二五规划启动市场15个
围绕鲜活及特色农产品品种

农村田头市场
覆盖一村一品村，辐射周边村

现代农业体系的
          “航空母舰”

全国性、国际性
        价格形成中心
        产业信息中心
        物流集散中心
        科技交流中心
        会展贸易中心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功能定位 规划布局

区域主导产业发展的
           “桥头堡”

区域内
        价格形成中心
        信息传播中心
        物流集散中心
        产销连接纽带

农民营销能力提升的
           “根据地”

村户间
        简易加工厂
        田头集货场
        村头批发场
        农民交易场
        价格采集场

统筹全国、着眼各省

符合规划要求
品种优势明显
辐射主要产区
市场基础良好
集散功能极强

各省规划、建设到县

不交叉不重复
辐射范围较大
集散功能较强
具备基础市场
交通运输便利

省县规划、建设到村

形成优势产品
辐射周边村户
车辆运输可行
具备交易基础

支撑
保障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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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高效透明 

金农
二期 

①监测平台 

②决策平台 

③执行平台 

④监督平台 

⑤应急平台 

⑥协同共享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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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灵活便捷 

  1个中央平台 

  省级平台 

  58.8万行政村 

农民和专家的直通线 

农民和市场的中继线 

农民和政府的连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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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有关信息化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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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信息

需求 

生活类 便民服务 

生产类 

生产经营 

技术推广 

村务类 

政策法规 

村务公开 

教育培训 

（40%）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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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

引导 

站点自我

造血 

社会资本

参与 

出政策 
搞统筹 
定标准 

开展电子商务 
开展实体经营 

搞建设 
搞服务 
搞运维 

 更多应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加大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力度
，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李克强 

 农民自己能办的事，政府不要包办。——汪洋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http://www.scs.moa.gov.cn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 

福建世纪之村平台利用市场化机制走出了一

条“政府得民心、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发展”

三赢的发展道路，全国8个省4万多个行政村

在使用，拥有信息员11万人，成为农民“用

得起、懂得用、爱使用”的生产、生活工具。

12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我的阿里巴巴

挂牌了》为题报道了其在海交所挂牌。 

世纪之村平台：农村版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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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研讨及经验交流会 

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