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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旺”农村电商
综合服务平台

入选理由：以“生产云”“供销
云”“信用云”托起农村电商供给
侧产业链，以“云仓”系统将种养
业、农产品加工业与消费市场有
效连通，推动农产品上线走向大
市场，助推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为
我市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
激发新活力。

8月，石柱县的中华蜜蜂进入采
蜜酿造期。为了获得高品质蜂蜜，蜜
蜂养殖户往往“全副武装”在蜂巢附
近值守，避免虫害等突发状况。今年
6月起，石柱中益蜜蜂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孙苠方足不出户，拿起手机点开

“村村旺”电商平台的“蜜蜂管家”，即
可通过视频和数据实时监控远在60
公里外的石家乡梓桐沟蜂蜜生产基
地，还能通过智能蜂巢调控温度、湿
度，驱赶害虫等，大大提高了管理效
率和精准度。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为农户带
去的不只是智慧的“生产云”，还有“供
销云”“信用云”。这3朵“云”托起了
农村电商供给侧的产销全链条，而平
台上智能化的“云仓”系统更是将种养

业、农产品加工业与消费市场有效连
通，推动农产品“上线”走向大市场，为
我市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激发
新活力。

“生产云”
赋能农业生产 产品提质增效

“我们的蜂蜜是比欧盟标准更严
格的世界一流蜂蜜，比全球最好的新
西兰麦卢卡蜂蜜品质还好，可没人信
啊！”孙苠方所在的专业合作社为了达
到“世界一流”，团队与市蜜蜂研究所、
蜂业学会等科研机构合作，苦心研究8
年，不断失败与总结，形成了一套高品
质蜂蜜质量管理体系，而体系的实施
和监管却难住了他。

“质量管理体系里生产管理环境
有48个节点，我们的基地大多远离城
市，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山脚，人
力监测效率很低。”孙苠方的痛点在
遇到“蜜蜂管家”后烟消云散，每一个
节点的关键指标记录都随时可查，还
能生成月度、季度指标曲线，便捷智
能。

不过，孙苠方最看重的还是溯
源。“扫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高品质
蜂蜜是如何酿成的，从蜂种繁育到灌
装运输，品质保证了，价格就有了保
障。”孙苠方说。

在石柱县，中蜂产业已覆盖全县
33个乡镇（街道），“蜜蜂管家”能让农
业生产中的关键因素可视可控，为高
品质农产品的溯源提供有效依据，将
助推中蜂产业再次智能升级。

在这朵“生产云”上，不只有“蜜蜂
管家”、“蔬菜管家”这样的物联网智能
系统，还有“黑科技”智能硬件，如智慧
大棚、星环多旋翼植保无人机、甲虫灾
害预警器等。

“重庆多山，尤其是夏季，雨量过
大，容易形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
灾害，对农业生产打击很大。”重庆供
销电商集团信息技术总监彭清杨介
绍，甲虫低功耗物联网灾害预警器的
高精度传感器可以有效监测自然灾
害，并提前发布预警，为农业防灾减灾

提供信息支撑。

“信用云”
三农信息上“云” 缓解资金难题

如果说“生产云”为农业生产添
翼、“供销云”为组织流通加持，那么

“信用云”则是为农村电商供给侧提供
信用数据支撑。

“‘信用云’是汇集农民合作社、社
有企业、农户历史经营数据为底库，融
合‘生产云’及‘供销云’数据以及其他
外部数据源数据构建的农村信用数据
库。”重庆农村大数据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程端前说，农业生产周期
长、农产品质量不稳定，合作社和社友
企业的信用记录不全，导致贷款贵、融
资难。

为了解决生产链条的首要难题，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正全力建设
“重庆市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体
系”，该体系将收集全市2万多家专业
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数据、社员数据、土

地数据、流通数据、行业数据等各类数
据，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治理和
模型建立，进行公证客观的信用评
价。有了这些基础数据，再通过供应
链，还能扩大到各类型涉农企业的数
据采集，不断丰富完善“信用云”农村
信用数据库。

“未来，‘信用云’可缓解目前农村
信息不对称、长期缺失的痛点，实现信
用信息查询服务、分析报告服务、形象
展示等社会价值。”程端前介绍，“信用
云”还可实现社会资源对接、金融服务
对接、产品流通对接等市场价值，从而
促进农业产业健康发展，提升涉农企
业竞争力，增强农村信用意识，改善农
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

“云仓”
智能物流系统 盘活闲置仓库

供销电商产业园坐落于江北区港
城工业园，这座2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
集物流、仓储、配送于一体，是供销电

商集体与供销e家合资打造的重庆云
仓项目，目前20000平方米核心功能
区已投入使用。

在云仓，时常能看到运载着农产
品的大型货车上货卸货的繁忙景象，
这些车辆与传统的货车不同，它们安
装了一款黑科技——运信智能运输信
息设备。

“这个智能设备只有1元硬币大
小，安装后，可以通过电脑、手机查看

到车辆的实时位置。”程端前说，在物
流运输过程中，货车的运输轨迹、危险
情况常常不可控，而这个智能硬件可
以为货车设置电子围栏、超速报警，甚
至可以通过车辆行驶数据全面分析车
辆的使用情况，使车辆利用率最大化，
确保货车安全规范行驶。

“农产品入仓后，会进行智能分
拣，将农产品按照质量标准进行分类，
还能通过系统计算，选择和优化仓储
存放地点。”程端前介绍，云仓系统已
逐步联通全市仓库，根据存放周期、交
易区域等因素，智能选择仓库地点，提
升仓储效率，盘活闲置仓库。

同时，云仓还提供增值服务——
金融监管仓，在“信用云”的数据支持
下，可以为合作社或社有企业提供抵
押贷款，云仓的大数据分析后台还将
实时获取生产季各种类农产品的进出
库数量、周转周期等关键数据，为下一
个生产季的产量做科学预估。

“村村旺”的“云智慧”已在农村电
商领域崭露头角。截至8月20日，“村
村旺”上线不到两个月，已累计成交腌
榨菜240万斤、猕猴桃230万斤、二荆
条辣椒10万斤、圆白菜14万斤、土豆
2万斤，累计实现各类农产品收购及交
易达496万斤，成交总额（GMV）746
万元。未来，“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
将进一步释放“云智慧”，带动城乡融
合发展，让农产品卖得更远，推进智慧
农业发展。

陈磊
图片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三朵“云”托起农村电商供给侧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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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虫灾害报警器在采集数据

“佰年供销”
智慧化农贸市场

入选理由：通过互联网、电子
化系统、信息化设备等信息技术
手段对传统农贸市场进行改造升
级，搭建“智慧采集、智慧发布、智
慧应用”等功能场景，打造以“菜
价监控、农产品检测及溯源、商户
信息透明化、智能支付方式”为特
色的智慧化农贸市场。

智能电子秤上价格、数量直接显
示，手机轻轻一扫，结账了；全方位数
据采集，全覆盖市场监控，有数了；轻
触智能显示屏，商户诚信指数、食品
检测数据一目了然，放心了……

7月4日，由重庆市供销合作总
社、重庆市农产品集团打造的“佰年
供销”智慧化农贸市场（模范村店）正
式开门迎客。

这是全市首家智慧化公益性农
贸市场，面积约1500平方米，可容纳
肉类、蔬菜、活禽、水产、水果、干货等
近100个摊位，满足沙坪坝区土湾街
道近1万名群众的“菜篮子”需求。

通过引入智能化电子交易系统、
智能化市场监控系统等创新科技，

“佰年供销”智慧化农贸市场推动诚
信交易，确保食品安全，提升管理水

平，为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真可谓是一个大数据时代的“高智
商”市场。

买得更省心——
智能电子交易系统，提升消费
体验

菜篮虽小，连着民心。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食物，要购买

食物又始终离不开农贸市场，这些市
场里种类多菜品鲜，而且就在老百姓
的身边。因此，在国家持续推进的

“菜篮子工程”中，农贸市场建设一直
是重点工作之一。

传统的农贸市场往往存在环境
不佳、设施落后、管理散乱等问题。
如何让消费者逛得舒心、买得省心、
吃得放心，一直是市场建设和管理者
们思考的“老课题”。

“虽然现在有不少大型超市，但
相比超市，农贸市场仍然拥有货品价
格优势和往返距离优势，所以它仍然
是老百姓的一个重要选择。”重庆市
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谈到。

2018年10月，重庆市供销合作
总社正式启动了“佰年供销”智慧化
农贸市场建设，由下属企业重庆农产
品集团市场投资建设公司负责实施，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
沙坪坝区模范村农贸市场进行升级
改造，改善市场环境，满足民生需求，
提升消费体验。

在进行标准化建设的同时，模范
村智慧化农贸市场引入了农产品智
能电子秤（电子交易系统），市场商户
在系统中预先输入农产品单价，交易
时通过电子秤计量称重，并在显示器
上显示电子支付码（微信、支付宝、城
市一卡通等），实现电子支付，使交易
更便利，让买卖都省心。

“以前到菜市场去，很多摊位的
东西都放得很乱，价签也不清楚，要
花时间去找想买的菜，又要讲价又要
看秤，好麻烦。现在真好，不用讨价
还价，也不怕缺斤少两，和逛大超市
一样舒服。”家住嘉新桃花里小区的
李婆婆笑呵呵地说。

管理更细心——
全方位数据采集分析，“保供
应、稳物价”

在模范村智慧化农贸市场入口
处的墙面上，设有一块大型智能显示
屏，实时发布市场内各家经营商户的
信息、农产品检验检测信息等，让消
费者一览无遗。

不仅是入口处，这些信息和数据
也同时显示在市场其他位置的智能
显示屏上，消费者可以随时了解商户
的诚信指数和当天的农副产品种类、
价格等，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购
买。

据重庆农产品集团技术部门负
责人介绍，虽然随着移动支付的发
展，其他市场的传统商户也使用支付
宝或者微信二维码收款，但是存在管
理难以统一、交易难以核查等问题，
因此，只有通过智能电子交易系统和
智能监控系统，进行全方位的数据采
集分析，才能让消费者的体验更好，

让管理者的效率更高。
目前，模范村市场智能监控系统

已实现了各区域的无缝对接，覆盖每
一个经营户，管理方能够实时查看或
回放监控录像，并采集客流信息上传
市场大数据平台，为市场的精细化服
务提供保障，调整不合格或缺少竞争
力的经营户，提升市场的整体运营管
理水平。

市场智能电子交易系统已将采
集到的农产品数据和交易数据接入
市商委和市农委的农产品信息采集
系统，实时监控农产品价格和抽检情
况，以最终实现“保供应、稳物价”的
目标。

“农贸市场这个‘菜篮子’连着
两头,一头是城里人的生活,一头是
农民们的收入，智慧化农贸市场可
以把第一手数据反馈给农民和商
户，帮助他们适时调整生产、种植、
销售的方向，并为政府指导农业生
产和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更多的大数
据支持。”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相关
负责人表示。

吃得更放心——
农产品信息可追溯，确保食品
安全

食品安全一直都是老百姓生活的重
中之重，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如何让消费者买得更安心，吃得
更放心？

模范村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智慧
化改造后，将整个市场的供应流通、
交易消费等信息汇总在一个完整的
大数据中心，通过对供应商、商户和
订单的统一化管理，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力争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
追、责任可究。

消费者在模范村市场的每一笔交
易均可获得具有追溯代码的小票，一
旦发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立即可凭
打印小票通过市场公开查询系统（市
场内的智能电子屏）及微信公众号等
公共信息平台对商户的经营商品进行
追溯，为食品质量监控提供有力保障。

同时，市场还专门设置了农产品

质量检验和农残检测室，通过现代化
的检验设备，每日抽检市场内经营的
农产品，最终形成农药残留、微生物
残留、农产品合格率等各种统计分析
报表，并实时发布在市场内各类显示
屏上向消费者公示。

面对如此严格的质量监督和检
测，模范村农贸市场的商户们作何感
想？在市场经营多年的蔬菜经营户
雷开平说：“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以前顾客买东西总要问‘新不新鲜’、

‘农药超标没有’，现在有了打印的小
票，从哪儿进的货都查得到，农产品
的检测结果也随时看得到，他们可以
放放心心地买，我们的销售还比以前
更好了。”

据悉，未来3年内，重庆农产品集
团将在主城区打造100个“佰年供销”
智慧化农贸市场，为市民提供价廉质
优的农副产品。当形成交易规模后，
集团将通过“统采、统配、统检”的方
式，统一对农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再
向每家市场的商户统一配送供货，最
终形成“摊位自营、基地直采、集中配
送”的供应方式，让消费者在“佰年供
销”享受到真正的优惠和便利，让“佰
年供销”成为一个诚信、安全、惠民的
品牌。

汪文静
图片由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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