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充分发挥大数据在农业农村发

展中的重要功能和巨大潜力，有力支撑

和服务农业现代化，按照国务院《促进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精神，农业部近

日印发了《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

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

面部署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工作。

《意见》强调，要按照“着眼长远、

突出重点、加快建设、整合共享”要求，

坚持问题和需求导向，坚持创新驱动，

加快数据整合共享和有序开放，充分

发挥大数据的预测功能，深化大数据

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方面

的创新应用，为政府部门管理决策和

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更加

完善的数据服务，为实现农业现代化

取得明显进展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明确了农业农村大数据发

展和应用的五大基础性工作和十一个

重点领域，即夯实国家农业数据中心

建设、推进数据共享开放、发挥各类数

据的功能、完善农业数据标准体系、加

强数据安全管理等五大基础；突出支

撑农业生产智能化、实施农业资源环

境精准监测、开展农业自然灾害预测

预报、强化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监

测预警、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追

溯、实现农作物种业全产业链信息查

询可追溯、强化农产品产销信息监测

预警数据支持、服务农业经营体制机

制创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数据资源

共享、满足农户生产经营的个性化需

求、促进农业管理高效透明等十一个

重点领域。

《意见》提出主要目标，到2017年

底前，农业部及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基

本明确，跨部门、跨区域数据资源共享

共用格局基本形成。到2018年底前，

实现“金农工程”信息系统与中央政府

其他相关信息系统通过统一平台进行

数据共享和交换。到2020年底前，逐

步实现农业部和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实现农业农村

历史资料的数据化、数据采集的自动

化、数据使用的智能化、数据共享的便

捷化。到2025年，实现农业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的联通，大幅提升农业

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

化、服务便捷化的能力和水平，全面建

成全球农业数据调查分析系统。

（据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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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关注

一周速览

农业部部署

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工作

新年肥市“降”声一片

市场风向

□本报记者 吴向辉 李林山

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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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5中国化肥企业100强

排行榜在北京发布。湖北宜化集团、云

天化集团、翁福集团、阳泉煤业集团阳煤

化工集团、贵州开磷集团、山东鲁北化

工、金正大、施可丰、江苏阿波罗、中盐安

徽红四方居前十名。2015年我国2438

家化肥生产企业中，累计亏损企业351

家，较上年降低11.1%；亏损企业亏损额

99.05亿元，较上年减少27.7%。

●1月6日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

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回应商务部在

供给侧创新扩大消费上有何具体设计

时表示，商务部立足搞活流通促消费，

立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核心还是要通

过发展现代流通完善市场体系，改善消

费环境，培育市场增长点，引导市场消

费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等方向转变。

商务部在商贸流通供给层面将重

点抓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大力支持流通创新，推进城

市商业智能化，大力发展便民利民的

社区商业，实施社区商业街区示范建

设工程，发展规范电子商务，促进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

二是打造中国品牌公共服务平

台，建立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推动养老

健康的服务市场多层次发展，保护传

承中华老字号，健全特色商品推广和

流通渠道，做大品质消费。

三是增加居民生活服务的有效供

给，推动餐饮住宿业等居民生活服务业转

型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提供个性化

多样化服务，提升居民生活服务业质量。

四是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倡

导绿色消费合理消费，制定绿色产品和

设备推广目录，扩大绿色产品生产销售。

●2015年对于全球化肥市场来

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但业内普遍预

计，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较强劲增

长和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2016年全

球化肥需求有望出现反弹。

国际肥料工业协会（IFA）近日预

测，如果农业市场基本面不发生重大

变化，2016年全球肥料需求将增长

1.9％，达1.866亿吨。其中，受肥料和

工业应用强劲增长驱动，尿素需求将

同比增长3％，达1.73亿吨。合成氨产

能将增加5％，升至2.42亿吨，新产能

将集中在美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

亚、尼日利亚和俄罗斯。 （文芳辑）

正所谓新年新气象，同样化肥市

场也在经历一场“新”气象，各主流肥

种年初价格均无高开，且仍有下行之

势：原料市场累累下行，成本支撑逐渐

减弱；自身供应过大，企业库存压力逐

渐显现；下游市场作壁上观，谨慎采

购。政策方面并无利好支撑，进出口

关税暂无调整，增值税依然存在重复

征收，铁路运价累上调。

尿素：国内市场无利好支撑，弱势

占据主导。据悉当前低端外发工业出

厂已经跌至1250~1280元（吨价，下

同），东北地区采购较为谨慎，部分企

业因走货压力，开始通过保底等销售

手段刺激下游市场，但下游仍多观望。

二铵：自2015年10月份起，随着

国际二铵降价狂潮的来袭，国内二铵

价格跟着一降再降，当前64%二铵低

端黑龙江到站预收价已经跌至2700

元左右，目前全国各地基层市场到货

量均较少，东北大部分地区到货量不

足四成，西北个别区域到货量六成左

右，但流通环节整体库存量较大。

钾肥：据悉近期氯化钾整体港存

量在220万吨以上，国产钾大厂与大

客户洽谈密切，市场整体成交量较少，

受此影响大合同或将延迟签订，按照

现在的供需关系来看，大合同签订的

价格必然会有所下行。

复合肥：最大的冬储市场东北需

求尚未完全启动，按照惯例12月份至

1月份应处于备肥旺季，但今年原料价

格持续走低无回转以及粮食价格远低

于往年，直接导致冬储进展速度的缓

慢。自去年12月中旬起秋季打款订

单陆续进入发货阶段，但冬季打款者

迟迟未提货，因此整体发货量并不大，

时至1月初东北地区复合肥到货量仅

约为往年同期的四成。

（吴文超）

建设城乡物流干线网，是解决农村商

品流通的当务之急。除此之外，万庄农资

集团有着更为宏伟的目标。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对外贸易

的活跃，万庄农资集团已将眼光放在互联

网和全世界。

去年3月，万庄农资集团打造的万庄园

农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线运营。该交易

平台是集商品交易、互联网金融、信息咨询、

仓储配送、质量追溯、价格发现于一体的电

子交易平台。通过挂牌交易、竞价交易、预

售交易、个性化服务交易、C2F定制交易、合

约交易、仓单交易等七种交易模式，能满足

行业各种交易的需求。通过该交易平台实

现“一次性交易、一站式物流、一次性结算”，

从而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与物流成本。

去年12月，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承担建

设和运营的中国·安阳铁路口岸项目正式

启动。该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着豫北地区口

岸通关、保税物流、商品检验检疫、出口加

工、国际贸易多式联运、配套设施等诸多功

能的一站式服务。将以进出口化肥、农药、

农业机械、兽药、饲料为切入点，逐步增加

到汽车、建材及农副食品。以期通过三年

至五年，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内陆

口岸，成为豫晋冀鲁国际商贸物流枢纽和

“一带一路”重要物流支点。

“将物流、电商、口岸这些作为企业打造

的核心业务，是响应国家的政策号召，更是

践行为‘三农’服务的企业宗旨。”赵慧清说。

河南万庄农资集团

1 农村物流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

阅读提示

相对于城市物流而言，
农村物流是指为农村居民
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经济
活动提供包装、加工、仓储、
运输、装卸、搬运及其相关
一切活动的总称。随着现
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大户和
农村民营企业的不断涌现，
农村物流的作用日益显
现。农村物流作为联系城
市和农村、连接生产和消费
的纽带，已经成为农村经济
发展中一个新的增长点。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对
农村物流发展，在近两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出台的
相关政策中也都强调要加
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推进农
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农产
品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完善
农村物流服务体系。当前，
农村物流虽然有了较大程
度的发展，但是还存在基础
设施落后、市场主体不匹
配、服务平台缺失、规范程
度低等方面的问题。

如何破解农村物流瓶
颈，健全完善农村物流服务
体系，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重
要支撑，缩小城乡差距，提
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有着
重要的意义。河南万庄农
资集团经过多年的经营探
索，摸索出了符合农村实际
需求的解决方案——建设
城乡物流干线网。

2 农村物流现状远无法满足现代要求

3“织”农村物流网促城乡一体化

万庄园

农资电子交易平台

河南万庄

农资集团官网

扫一扫

水果难卖、蔬菜难卖、粮食难卖……很

长一段时间，农产品难卖似乎成了一种常

态，也成了一个魔咒，一面价格暴跌，农民

叫苦不迭；另一面则是市场暴涨，消费者颇

多怨言。2015年媒体上各种水果滞销的新

闻此起彼伏，广西的荔枝、甘肃的杏子、陕

西的油桃等，农民辛苦付出期盼来的丰收

却幻化成了一种灾难。究其原因，除了市

场因素，其最大的制约因素莫过于农产品

物流了。

农产品如果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会

造成“谷贱伤农”。事实上，影响农业发展

的瓶颈正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有数

据表明，我国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在采

摘、运输、储存等物流环节上的损失率在

25%～30%，而发达国家的果蔬损失率则

在5%以下。另据统计，我国每年有 3.7万

吨蔬菜、水果在运送路上腐烂，其损失足可

以供给两亿人的生活。

除农产品流通体系外，农业生产中所

需物资的流通同样不容乐观。当前，就大

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分散的、实力很小的、

素质不高的个体商业，组成了农村流通体

系最主要的部分。这种现状造就了假化

肥、假种子、假农药的泛滥，诚信、优质难

见，退货、索赔无门。据了解，目前国内有

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购买生产资料、消费

资料要跑到县以上的市场去找。据中国消

费者协会的调查显示，31.3%的农民认为

购买生活资料不方便，37.2%的农民认为

购买生产资料不方便。据测算，绝大多数

地区农民消费主要靠原始的集贸市场和落

后的代销店实现。广大农村也是假冒伪劣

产品泛滥最严重的地方，农村消费物价指

数持续高于城市，农民收入增幅与农村物

价增幅反差较大。

农村物流是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

品流通的重要保障。当前农村物流体系薄

弱，流通渠道不畅，组织方式落后，服务水

平较低，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存在较大差

距。

有关专家提出，目前农村物流存在着

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物流技术水平低下，缺乏物流资源集聚基

地，运输组织固有场所较少，难以整合物流

资源，从而导致物流服务效率低下，服务水

平不高；其次是农村物流市场主体不匹配，

目前涉足农村物流市场除了邮政、供销等

少数国有企业外，大多是个体、集体、私营

等农业物流企业，存在诸如组织网络不健

全、规模比较小、市场覆盖面较窄等问题，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物流市场需求。

第三是农村物流服务平台严重滞后，没有

具备数据交换、信息发布、智能配送、库存

管理、决策分析等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

物流信息化水平较低。

正是因为农村物流条件远不具备现代

要求，不能够很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生产、生

活的物流需求，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针对河南农村物流散、乱、基础设施落

后的现状，河南万庄农资集团将“建设河南

城乡物流干线网，实现河南城乡物流一体

化”作为企业的目标，开启了解决农村物流

这一难题的“织网”行动。

针对农村地域广、居住分散、配送线路

长等特点，河南万庄农资集团规划设计了

以物流园区、分拨中心、物流节点和物流专

线相互支撑的河南城乡物流干线网。

万庄农资集团董事长赵慧清介绍，物流

园区和区域分拨中心是农村物流体系的中

枢，其承载着仓储、配送、中转、分拨、包装、

分拆、加工等物流功能，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

万庄安阳物流园和郑州、洛阳、商丘、信阳等

5个分拨中心，建成8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仓

库，建设以乡镇农资6S店和乡村超市为主

的物流配送终端，通过围绕物流园区和分拨

中心设立100条城乡物流专线，构建以安阳

物流园区为核心，以5个区域分拨配送中心

为支撑，以6000个配送终端网点为配送末

端的河南省城乡物流网络体系。此体系可

形成农村区域物流全覆盖、全链接，实现一

次性中转、分拨、配送。按照规划设计，城乡

物流干线网将首先以农资物流业务为主，逐

渐发展农村消费品物流，最终形成河南区域

性农村新型商品流通主渠道。

据了解，目前万庄安阳物流园一期工

程已经竣工，两座单体面积5万平方米的现

代化仓库已投入使用，园区内铁路专用线

建设也将于近期动工。万庄郑州物流分拨

中心建有通用仓库10万平方米，拥有ERP

管理系统、视踪管理系统等现代化物流管

理系统，已全面投入运营。

4 畅通河南连接世界的大格局

2015年12月25日，河南万庄农资集团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安阳铁路口岸项目在汤阴县万庄物流园动工开建。图为省发改委、

省口岸办、郑州海关、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以及安阳市和汤阴县相关领导参观项目规划的沙盘。

本报记者李林山吴向辉摄

建设城乡物流干线网 破解农村物流瓶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