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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张永霖

“这是我们大足黑山羊做成的火锅，味
道鲜美还操作方便，喜欢的网友赶紧点下
方的小黄车，囤起来吧。”7月29日17时30
分，“重庆味道·佰红仟品”数字乡村直播节
大足专场正式开始，大足黑山羊系列自嗨
锅等特色农产品在主播的推荐下，轮番“上
新”，让屏幕前的网友轻松“捡 活”。

近年来，大足运用5G、物联网、人工智
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了大足黑山羊智
慧养殖平台，在黑山羊产前、产中、产后的
全过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推出了黑山羊系列产品。

大足黑山羊智慧养殖平台是重庆以数
字化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数字引擎”激发了乡村活力。近年
来，重庆立足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
区特点，聚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山清
水秀美丽乡村，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给
乡村装上“数字大脑”，为乡村全面振兴注
入“数智”动力。

试点示范引领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是典型的丘陵地
貌，土地分散且不规整，不具备耕作优势，
一度是个“空心村”。2017年前，全村50岁
以下青壮年90%都选择外出务工，一部分
土地处于撂荒状态。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村干部带领村民
整治土地，全面改善耕作条件。2021年，
青龙村开始实施柑橘基地智慧农业项目，
打造了全国首个丘陵山地数字化无人果
园。

该项目的实施，得益于国家数字乡村
试点工作的开展。

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020年，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我市渝北、巴南、
荣昌、垫江、大足5区县成功入选首批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试点工作中，各区县从基础性、标志
性、代表性、引领性的项目着手，以点带面，
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开积累经验。

在渝北区，无人果园项目实现节水
60%以上，亩均节约化肥10公斤以上，过
程管理费用降低50%以上，亩均增收8000
元，闯出了一条丘陵山地数字农业发展新
路子，成为都市近郊区发展数字乡村的范
例。

巴南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弥合城
乡“数字鸿沟”，利用网络数字电视将智慧
农业、村务公开等功能集合到一起，着力破
解乡村公共服务、基层治理难题，探寻数字
赋能乡村振兴的动力潜力。

荣昌区则突出数字转型，着力打造国
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实现生猪养殖、贩
运、屠宰“一网式”实时监管，成功开创了中
国生猪活体网市，为建立便捷高效、公开透
明、质量可溯的超大规模禽畜活体市场提
供了样板。

……
这些项目的开展，为全市数字乡村建

设提供了示范案例。在2021年国家数字
乡村试点阶段性评估中，渝北区排名位列
全国第二，巴南区排名位列全国第七，垫
江、大足、荣昌排名靠前。

提升数字基础

在试点地区示范引领下，全市数字乡
村建设稳步推进，首要任务就是数字基础
的提升。

聚焦信息基础设施改善，我市将“信息
乡村”建设工程纳入全市乡村振兴行动计

划三年重点项目，积极争取中央电信普遍
服务补助资金，引进社会资本，扎实推进数
字乡村信息服务应用推广试点，引导涉农
信息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综合利用，改善
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让农民充分享受数字
发展红利。

“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报一则防
疫通知……”近日，走进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后坪乡前峰村，村委会正在播报防疫
通知，但广播声源并非来自大喇叭，而是一
块小小的摄像头。

通过与重庆移动合作，像这样的摄像
头，已覆盖前锋村路口、村民家中、农场等
各个场景。

“自从安装摄像头后，不管我走到哪
里，都能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这样就更放
心了。”村民冉茂芳说，农村的瓦房，最怕刮
风下暴雨，但自从院子里安装了多个摄像
头后，出远门再也不用提心吊胆，随时都能
在手机上看到家中的情况。

在冉茂芳家中，如今还用上了运动手
环、电子血压计等智慧产品，她笑着说：“孙
子放假了过来玩，还能通过网络远程学
习。”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镇村光纤网络、
无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覆盖水平，基本实
现全市人口聚居自然村光纤和4G网络覆

盖，全市行政村通光纤率100%、4G网络覆
盖率100%，农村地区5G基站建设加快推
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和服务能
力处于西部地区前列。

激发乡村活力

有了基础设施支撑，试点项目引领，近
两年数字乡村项目在巴渝大地全面推进。

炎炎夏日，经过层层消毒，走进大足区
石马镇的国家大足黑山羊保种场，只见每
只山羊耳朵上都被装上了黄色的电子耳
标。

“这就是它们的‘身份证’，记录着各
自的血缘关系以及各生长阶段的指标数
据，这些数据可用于大足黑山羊的保种选
育。”保种场负责人黄德利介绍，大足黑山
羊保种选育必须防止无序杂交，近年来通
过建立智慧养殖系统，配备视频监控、电
子围栏等设备，如今保种场种羊配种分娩
率从以前的60%上升到91%，羔羊成活率
由当初的80%上升为92%，存栏大足黑山
羊种羊达到2000只，保种工作效率稳步
提升。

在奉节县安坪镇三沱村，打开“一点到
户”基层治理平台，村民户情信息、政务公
开情况、村民反映的问题等等一目了然。

村支书黄明感慨：“我们村村民居住分

散，村干部根本顾不过来，时间长了就容易
产生矛盾。但有了这个平台，村民遇到问
题随时可以在系统上反映，我们就挨个解
决销号，群众满意度一下就上来了，工作配
合度也高了。”

市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
旺”，通过与区县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
合作社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帮助小农户
对接大市场；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打造“云
稻米”项目，积极发展订单数字农业新模
式，拓宽贡米销路；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
村依托农文旅融合的数字乡村建设项目，
涵盖了乡村五大振兴所有内容，不仅方便
村民日常生产生活，游客也能自助玩转“吃
住行游购娱”……

一大批数字乡村项目的实施，让城乡
间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乡村生产生活
更加便捷高效，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助推
器。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我市将瞄准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提档
升级、农业农村大数据深化应用、乡村治
理等主攻方向，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基础
设施短板，在推动涉农数据资源共享开
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与应用、提升农
民群众数字素养与技能、巩固拓展网络帮
扶成效等方面狠下功夫，加速推进全市数
字乡村建设。

□臧博

两小时直播，3万网友围观，最高1.8万人同时在线，放出的
农产品萝卜干被抢购一空……这是重庆数字乡村直播节“风味
重庆”直播间巴南专场的部分数据。直播间的两位主播，一位是
被称为“花椒妹”的戴巧红，一位是巴南区首位入选“全国共享乡
村振兴实践指导师”的熊晓梅。两位新型职业农民，既扎根农
村、深耕产业，身上一股乡土味儿，又大方出镜、妙语连珠，深谙
数字直播“套路”。

一手扛锄头搞生产，一手拿手机搞推广。在刚结束的重庆
数字乡村直播节中，这样的新农人还有不少。田间地头的好东
西，过去常常受制于缺少“吆喝”、不会“吆喝”而深藏闺中人不
识。如今，越来越多的巴渝新农人，在网络直播平台上拿出乡亲
们种出来的特色农产品，“种草”给天南海北的消费者们。新农
人也在连续的出镜中，站上了乡村振兴的“C位”。

更多新农人，让乡村生意变得更好做。新农人之新，在于他
们热爱农业，思维活跃、深谙技术，善于经营。很多时令农产品，
销售窗口期就那么十天半个月，甚至只有短短几天，一旦不能及
时销售出去，轻则影响售价，重则烂在地头、仓库。从生产者的
地头到消费者的餐桌，怎样让时间缩短缩短再缩短，需要下一番

“绣花”功夫。“现代物流产业”“数字直播技术”“市场大数据分
析”，此类看起来离乡村很远的“高级词”，新农人心里有数得
很。开花时预热，挂果时预售，生产全过程监督，采摘、筛选、装
箱、发货一条龙，消费者尝一口鲜、给出好评，乡亲们舒一口气、
多挣些钱——如此场景，在巴渝大地越来越常见。

更多新农人，将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让村民变得更富，
产业变得更强，乡村变得更美，离不开新农人发挥作用。新农人
懂技术、有情怀、思维广、重实践，他们深耕产业要收益，紧扣时间
要效益，是村民与市场间的润滑剂，是乡村产业起飞的助燃剂。
新农人要成就的事业，也是村民们可以倚仗的产业，而更多的乡
村产业，将创造更多家门口工作的机会，让更多村民不用远离家
乡就能赚到钱。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农业产业
和就业岗位，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有了产业，有了就
业，农民增收有了盼头，乡村振兴之路就能走得越来越顺畅。

数字乡村直播节，展示了重庆新农人的部分特长，也反映出
他们身上的巨大潜力。对新农人，还需要再多一些政策上的支
持鼓励，再多一些精神上的加油鼓劲，让更多新农人奔赴乡村，
真正释放重庆乡村的数字活力，早日实现乡村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美好愿景。

数字乡村呼唤更多新农人

“我们巴南新农人，不仅能下地，也能拿起手机来直播。”7月30
日下午，重庆数字乡村节《风味重庆》直播间人气爆棚，两个小时的
巴南专场直播，围观网民近3万人，一度有1.8万人同时在线。两位
来自巴南的“农场主”主播，不仅推荐了当地土特产，也分享了当农
场主的故事。专场直播放出的福利农产品萝卜干，一经推出就被抢
购一空，直接将气氛推向高潮。

主播戴巧红，因为2016年起在巴南流转50余亩土地种植花椒，
创建公司带动周边花椒基地及农户增产增收，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花椒妹”。另一位主播熊晓梅，自2005年开始从事红柠檬的种植，
她创办的重庆上田生态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产业规模已近400
亩。2021年，熊晓梅还入选“全国共享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成为
巴南区首个入选的新型职业农民。

“我们买食品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你看这个配料表上面有什
么？只有三种东西。”熊晓梅将“新会陈皮柠檬膏”拿到镜头前，更好
地展示产品。

“让我来猜一猜，是不是有陈皮，还有我们的红柠檬，还有一个
是什么？我猜不到。”花椒妹接过话茬。

“还有就是我们的冰糖，都是生态的。”熊晓梅笑着回答，继续向
直播间的网民们仔细介绍原材料。

熊晓梅、花椒妹两位主播“一唱一和”，默契地打着配合，给大家
“科普”筛选农产品的相关经验知识，与网友频频互动。

熊晓梅还向观众推荐了巴南区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发展带来的
变化。以前农民对于土地是分毫必争，现在巴南推广智慧化小型农
机具的应用，已初具现代农业的规模，还有数字化生猪养殖场，数字
农业管理平台，现代职业农民可以在办公室通过电脑进行管理。

原定两个小时的直播，主播和网友的热情互动，不知不觉两个
半小时才结束。

本报记者 何春阳 实习生 唐靖岚

两农场主“打配合”卖土货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数智”动力
——重庆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综述

4月11日，璧山区广普镇坪中村，富莉萱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尹道富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脐橙。

通讯员 谢捷 康思嘉 摄/视觉重庆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项（高职组）顺利闭幕

7月31日，2022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赛
项（高职组）顺利闭幕。重庆工商职
业学院代表重庆市再次承办该赛项
并在比赛中摘得桂冠，实现重庆市
在该赛项上的两连冠。

“竞赛方式和竞赛内容，都向高
水平世界技能大赛看齐。”赛项专家
组负责人介绍，该赛项重点围绕大
数据产业相关岗位实际需求和要求
进行设计，通过大赛使参赛选手熟
悉真实企业级大数据项目中各环节
的实现过程，促进竞赛与产业主流
技术技能接轨。

经过8小时激烈比拼，重庆工

商职业学院在该赛项中拔得头筹，
继续蝉联冠军宝座，并与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等5所院校一道荣获全国一等奖。

“在与全国大数据技术专业领
域的高手切磋中，我学会了沉着应
战与冷静思考。”一等奖获奖团队代
表、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学生许兵杰
表示，大赛为自己的成长历练提供
了良好平台，对自身快速适应行业
先进技术、应对职业挑战具有促进
作用。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获奖团队指
导教师周士凯表示，近年来，学校深
入探索“岗课赛证”四位一体综合育

人模式，牵头金砖国家未来技能课
程开发和国际团体标准之“机器学

习与大数据”项目建设，致力于输
出世界认可的中国标准。

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
教育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遴选的标志性成果，
体现了该赛区在该领域的产业优势
和承办校的人才培养水平。重庆工
商职业学院作为国家骨干高职院校、
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今年也是
继2021年成功承办后，第二次承办
该赛项。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学校已根据人才培养需
要，建立了世界、国家、市级、校级4
个层次、9个类别的竞赛体系和引导
机制，依托校级技能竞赛开展学生职
业技能抽查，引导师生参加高水平技

术技能竞赛，着力培养更多技术能
手、能工巧匠。

作为目前国内专业覆盖面最
广、参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
国家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被誉为“中国职教
界的年度盛会”。近年来，重庆市深
入落实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加快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协同
一体化建设，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
车道”。

吴晨昊
图片由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提供

重庆实现连续两年夺冠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在本次比赛中摘得桂冠

6月9日，黔江区“互联网”社会扶贫基地，“农掌柜”电商平台的
工作人员正在将本地农产品装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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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万州区甘宁镇同鑫农业园番茄数字工厂，工作人员正在对数字工厂进行日常维护。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