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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辉

“此刻你看到的是信阳市浉河区
文新茶村的景色，这是通过 5G 传输
的 实 时 画 面 。”5 月 12 日 上 午 ，在
2021 数字乡村论坛（中国·郑州）展
览现场，记者走进中国移动展厅，被
眼前的画面吸引住了，只见满山青
翠，一望无际的茶园里不时有采茶工
探起身来。

眼前的这万亩茶园，暗藏不少“神
器”：自动采集土壤温度、湿度、盐分、
pH 值等信息的土壤传感器……信阳
移动今年春天让整个茶园覆盖了 5G
信号，所采集的数据均能通过 5G网络
实时回传至物联网综合管理平台。管
理员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的建模分析，
就能准确预判茶树生长的状况并采取
对策。

技术人员介绍，他们还在建设全
流程茶叶溯源平台，消费者买到茶叶
后，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获
得含有茶园环境参数以及茶叶生产加
工各环节信息的视频，让一片叶子彻
底“活”起来。

“这是 5G 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
一个实践，未来会覆盖到数字农业、
精准种植、乡村治理等各个环节。”论
坛上，河南移动总经理杨剑宇说，围
绕数字乡村建设，他们打造了整体解

决方案。
在尉氏县张市镇沈家村高标准农

田里，5G 高清实时监控、水肥一体化
自动灌溉设备、无人机病虫害防治技
术……信息化让种地“不见人”。在牧
原集团的养猪场，智能环控实时监测
猪舍内的温度、湿度等指标，AI视频图
像分析可以发出异常预警，电子饲喂
器实现远程控制下料。在洛阳，5G自
动驾驶拖拉机已下地“干活”，展现出

过人的“机智”。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 5G与农业生

产的深度融合，打造 100 个省级产业
园区示范点，助推农业生产过程自动
化、智能化，流通经营网络化、线上化，
管理服务数字化、精细化。”杨剑宇说，
5G等数字化技术将有效赋能村庄，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
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③6

□本报记者 陈晨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5月 11日，在鹤壁市浚县30万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一台长约
420米的大型自走式喷灌机“阔步”
行走在田间，将水肥混合液均匀地
洒向麦田。

“距离麦收还有 20多天，目前
小麦已进入灌浆期，正是提高产量
的关键期。”家住浚县卫溪街道办傅
庄村的种粮大户付太华说，进入灌
浆期的小麦需要补充大量水分和养
分，自走式喷灌机 1天可浇灌农田
1200亩，而且用手机就可以操作，
现在的农田灌溉是既省时又省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付太华承包的
500亩田地处于示范区核心区域，机
井、沟渠、输电线路一应俱全，实现了

“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旱能浇、涝
能排”的新型农业生产格局。而在不
远处，被白色栅栏圈起来的农田信息
监视系统同样引人注目。

据了解，为实时准确获取农田
环境和作物生长状态参数，鹤壁市
自 2017年启动建设第三代星陆双
基农田信息监测系统，有效提高了
监测的精度和效率，为促进农业增
产、增效及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技
术支撑。目前，该示范区内共安装
农田生态观测设备16套。

“过去种地‘靠天收’，这些年有
了科技支撑，‘会种地’变成了‘慧种
地’，丰产增收的底气更足了。今年
我这一亩地收 1500 斤小麦没问
题。”看着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付
太华对夏粮丰收信心满满。③7

5G如何为农业赋能

发展数字农业 建设数字乡村

以数字赋能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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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
壁□本报记者 刘晓波

一台无人驾驶的深耕机自
动从车库开出来，在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和计算机程序控制下，准
确地按照设计的路线行驶，误差
不超过 2.5厘米，14亩地耕作只
用了 38 分钟，作业完成后自动
返回车库。

这一幕并非科幻电影里的情
节，而是华南农业大学增城教学
科研基地无人耕种的作业现场。

“无人驾驶只是无人农场的
一种支撑技术，如果只是无人驾
驶农机在田间跑两圈，那绝对不
是无人农场。”5月12日，在2021
数字乡村论坛（中国·郑州）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
授罗锡文关于无人农场的讲述，
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据罗锡文介绍，无人农场涉
及生物技术、智能农机、信息技术
三大技术领域。为实现无人作业
和无人驾驶，智能农机要具有智
能感知、智能导航和智能管理的
功能。这意味着农机可以精准定
位作业，还可根据农作物的情况
进行打药施肥，而在系统后台，则
可以检测机器是否正常作业。

信息技术则是实现机器与

人、机器与机器之间通信的关
键。“比如我在新疆开拖拉机，山
东的厂家就能监测到拖拉机的
运行情况，并提醒要更改某些作
业参数。”罗锡文说。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农
村劳动力存在季节性短缺，破解

“谁来种田”和“怎样种田”的难
题，以种、管、收、储全程机械化
智能化操作的无人农场或许将
提供一种答案。

“无人农场的设计场景也是未
来智慧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认为，智慧
农业是数字技术跟农业深度融合
后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

“过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艰辛，未来手机轻轻一点，就可
以足不出户轻松管理上千亩
地。”不过，赵春江坦言，要实现
这一目标，就要突破“卡脖子”技
术，在高端传感器和模型算法上
加强研究。

农业投资时间长、见效慢，
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政府要
加强引导、补贴和支持，同时建
议给予服务农业农村的数字化
企业减免税收的优惠。”赵春江
说。③7

院士支招智慧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三农”服务
“一张网”，“滴滴农机”让农民足不出户
就能约到农机……5月 12 日，在 2021
数字乡村论坛（中国·郑州）上，我省亮
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成绩单”。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全
省4.6万个行政村实现4G网络全覆盖，
农村家庭固定宽带普及率达 98%。全
省整合数据资源，建成 39个“三农”专
题数据库，汇集各类涉农数据 6亿条，
形成“三农”服务“一张网”。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信息化加快融
合。推动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四
情”（墒情、苗情、病虫情及灾情）监测
信息化，建成一批设施农业物联网技
术示范应用基地。智慧养殖快速发
展，在全国率先实现动物检疫电子出

证，登记备案的近 2 万辆生猪运输车
全 部 实 现 GPS 定 位 跟 踪 。 为 全 省
5626台土地深松作业机械配备智能终
端，实现 100%信息化监测。开发网约
农机系统，推出了“滴滴农机”APP，让
农民坐在家中动动手指就能找到农
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省通过电
商实现农村产品上行收入 669 亿元，
其中农产品上行收入 316.6 亿元。如
今，手机正在成为“新农具”，直播正在
成为“新农活”，“数字”正在成为“新农
资”。

目前，国内数字行业领军企业纷纷
投入我省数字乡村建设。河南与阿里
巴巴、华为、拼多多、猪八戒网等头部企
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武陟县等十余
个县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推进数字乡

村建设；华为集团与新农邦集团联合成
立“华为·新农邦数字乡村实验室”，与
牧原集团开展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助力
牧原集团在业内率先实现数字化转
型。此外，河南在拼多多平台上开设的
商铺超过 15万家，涉及品类逾 2万个，
农产品交易额逾300亿元；猪八戒网农
业总部已落户郑州。

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河南不
仅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而且有庞大的
农村市场，建设数字乡村前景广阔、潜
力无限。

论坛上透露，我省力争到 2025年
年底县域内 5G基站达 5万个，实现乡
镇以上区域和重点行政村全覆盖；推进
农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智慧田园、
智慧果（菜、茶）园、智慧牧场和智慧渔

场，提升农村电商发展水平，推动互联
网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力争到 2025
年全省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提高到
30%以上。

据介绍，本次论坛以“发展数字
农业，建设数字乡村”为主题，由省农
业农村厅、省委网信办、省通信管理
局和省大数据管理局主办，旨在打造
数字乡村交流合作的新平台，展示数
字乡村建设发展成效的新窗口，汇聚
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发展模式的新
高地。

论坛期间，数字乡村研究院和河南
省数字乡村推进联盟揭牌，专家学者围
绕数字农业、新基建与数字乡村建设、
农村电商、普惠金融与数字乡村以及农
业智能装备等进行了交流。③8

数字正在成为数字正在成为““新农资新农资””

▼无人机在对夏邑县会亭镇韩张桥村麦田进行病虫害防
治飞防作业。 本报资料图片

5月11日，尉氏县张市镇万亩高标准农田利用物联网灌溉工程对麦田进行喷灌。⑨6

●力争到2025年

●我省力争到2025年年底

县域内5G基站达5万个

实现乡镇以上区域和重点行政村全覆盖

全省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提高到30%以上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 李若凡）
5月12日，2021数字乡村论坛（中国·郑
州）在郑州举行。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马有祥出席
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
并致辞。马有祥指出，建设数字乡村
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
动。要编制好“十四五”信息化规划，
谋划实施好重大工程，积极探索数字
乡村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

武国定在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河
南积极探索以数字赋能撬动乡村振兴
发展的新路子，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信息化加快融
合，乡村治理数字化快速推进，数字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借助此次论坛，河南
省将加快推进城乡信息一体化，加快推

进乡村产业数字化，加快推进乡村治理
数字化，加快推进农民生活数字化，加
快推进乡村数字产业化。通过数字赋
能，努力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
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会前，武国定还会见了参会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王家耀、罗锡文
等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③5

▶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认真查看小麦的墒情和
病虫害情况。⑨6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李新义 摄

■今日关注：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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