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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
一棵石榴树“分红”一元钱

当前正值软籽石榴春季管理的关键时
期，在云阳县蔈草镇蔈草社区软籽石榴示范
园，工人们正在除草施肥。

示范园占地550亩，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运作模式，同时采取一棵石榴树得
一元钱的分红模式。这种“实打实”的分红模
式，带动社区居民500余户参与种植。另外
长年在果园务工的还有15人，一天有80元
工资。

石榴示范园负责人代兴云介绍，去年果
园实现了试挂果，今年有望迎来丰产丰收。

云阳县融媒体中心 谭启云

丰都
黑花生助农增收致富

近日，在丰都县青龙乡的黄岭、太平场等
村（社区），村民正在播种黑花生，挖地、整地、
打窝，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我家今年计划种3亩黑花生。”兴隆
村三组村民桂海燕说，乡里提供种子、农
药、农膜、有机肥等，市、县科技特派员和农
技人员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还有专业合
作社统一收购销售产品，增收致富有保
障。

桂海燕是青龙乡众多种植黑花生农户
中的一员。据青龙乡有关负责人介绍，黑花
生也称富硒花生，市场价格高于普通花生，
该乡以此作为重点扶贫产业来抓，大力引
导和扶持当地农户种植，当前种植面积有
2800亩。当地还注册了“青双”牌商标，黑
花生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区域性特色新兴
产业。

丰都县融媒体中心 李达元

綦江
油菜既能观赏又能肥田

近日，在綦江区横山镇新寨村的村集体
流转田里，两台犁地机轰隆作响，将油菜粉碎
还田。

每年秋冬季节水稻收割后，在田里种植
油菜，不浇水、不施肥、不收籽，第二年春季开
花后直接翻压还田，成为有机水稻的有机肥
料。近年来，綦江区将油菜花田列入农旅融
合项目，与地方农特产品结合，实现了绿色环
保和经济共生共荣。

“油菜经过翻耕，慢慢地腐烂发酵，半
个多月后就可以变成有机肥，减少了化学
肥料使用，还能提升稻米的品质。”据现场
作业的重庆市盈益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介绍。

从2018年起，綦江区广泛倡导稻油轮
作，到2020年，该区化肥使用量较2018年削
减1%，农药使用量削减1.75%。

2021年，该区计划新增秸秆还田面积约
3000亩、绿肥种植面积2000亩，有效控制农
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万盛
大棚樱桃熟了

近日，万盛南桐镇石桥村樱桃采摘园的
20余亩樱桃进入成熟期。

红彤彤的樱桃挂满了枝头，犹如一颗颗
鲜艳的宝石，让人垂涎欲滴。果园栽种有红
妃樱桃、黑珍珠樱桃等品种，采用温室大棚种
植技术，不仅成熟得早，病虫害也少，所产樱
桃个头大、色泽鲜艳、酸甜可口。

该果园负责人杨东介绍，大棚樱桃采摘
期能持续到4月底，采摘价格是每斤60元。

联系人：杨东；电话：13368045790。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潼南
168种桑葚挂枝头

四月，微风不燥，温度宜人，正是桑葚成
熟的季节。在潼南盛田良品桑果采摘园，不
少游人正在品尝美味的桑葚。

盛田良品果桑采摘园位于潼南区塘坝镇
金山村，目前开园可采摘的面积有300多亩，
多达168个品种。除新鲜桑葚外，当地还有
自制的桑果干、果汁、果酱、果酒、桑椹酵素、
桑叶茶等供品尝选购。

门票价格：30元/人，游客可尽情品尝院
内桑果；65周岁（含）以上老人、3岁以下小孩
在家人陪同下免收门票。

联系人：张枥；电话：15123369252。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专家访谈〉〉〉

遭遇难题
投入成本高、技术人员缺乏

“智慧农业投入较大，且科技含量高，因此
资金和技术是普遍难点。”在数谷农场，谈起传
统农业向智慧农业升级中遇到的难题，金带街
道农服中心主任黄庭如的思绪被拉回到2019
年以前。

那时，数谷农场所在地的其中一部分是一
处果园，业主是来自四川的徐峰。

早在2003年，徐峰就在双桂村流转150
余亩土地，种植了柑橘、桃子等水果。由于起
步早，加上离梁平城区近，且有双桂堂等旅游
景点“加持”，果园生意很不错。2007年，徐峰
又顺势建起了桃花山庄，发展农家乐，事业顺
风顺水。

占尽了天时地利的徐峰怎么也没想到，就
在2015年前后，他的生意日渐惨淡，难以为继
了。

对此，黄庭却看得很清楚。彼时，各地乡
村旅游逐渐起步，仅金带街道周边地区做类似
产业的业主就不在少数。“人家后发展的产业
配套更好，产品品种更优，加上好多都是懂技
术的人才，优胜劣汰嘛。”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业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黄庭时常跟业主们讲智慧农业的便
捷、高效，并鼓励大家积极申请项目资金，更换
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设施。

为给大家做示范，街道农服中心还利用水
价改革试点项目资金，在双桂村一个2000亩
的柚园布局了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

徐峰也意识到农业必须朝智慧化发展，他
打算与一家公司合作对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但问题却随之而来。经过成本核算，徐峰
望而却步了：“简单弄点灌溉之类的设备就得
花几百万，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柚园里那套设备，事实上也并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由于缺乏专业人才，设备使用、管
理不善，效果并不太好，而且目前设备还出现
了损毁情况。”黄庭说。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各地都普遍存在，比
如江津。

作为“中国花椒之乡”，江津花椒种植面积
超过50万亩，占全市花椒面积的半壁江山。
此前，花椒价格能卖到五、六块钱一斤，亩收益
达到1万元以上，是当地当之无愧的富民产业。

但2016年后，随着全国多地大力发展花
椒种植，市场上供大于求，价格逐年下滑，去年
鲜椒价格每斤还不到3块钱，收益较此前打了
对折，江津椒农的种植积极性受到影响。

“要想稳住收益，必须从降本增效提质入
手，走智能化发展的路子。”江津区农业农村委
高级农艺师苏家奎说。

经过测算，要在椒园引入现代化农业设
备，每亩成本两三万元不等。因此，不管农业部
门人员怎么动员，就是没人愿意干。

示范引领
政府主导打造重点项目

传统农业经营者缺资金、缺技术，那么智

慧农业转型要如何才能推进？
2018年，梁平引入万州区一智慧农业运

营团队，由政府出资4800余万、团队出资600
万，在双桂村流转土地400亩，打造数谷农场
示范项目，承担智慧农业技术展示、科普示范、
农旅融合发展功能。

站在高处远眺，数谷农场是用玻璃、钢架
组成的一座现代工厂；进入农场内部，不管瓜
果还是植物，均采取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灌
溉，每隔不远都有像路灯一样的柱子竖立其
中，一根根黑色的电线从柱子上引出后插进栽
培基质内。

“这些都是传感器，能够实时测量棚内以
及基质的温度、湿度等数据。”技术员王辰新介
绍，有了这些数据，整个农场的日常管理仅靠5
名技术员以及11名务工村民就能完成。

以番茄为例，在这里已实现全年采摘，每
亩产量达1万斤以上，比传统种植高一倍。数
谷农场开园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参观学习，双
桂村的葡萄种植户熊治彬就是其中之一。

“数谷农场那些设备确实高端，生产效率
很高。虽然我达不到，但我觉得我可以模仿。”
熊治彬说，他也想发展智慧农业，但资金有限，
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自身的理解，比
较“粗糙”地布置了一些现代化设施。

走进他的葡萄园，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园
子全部装上了玻璃大棚，挂上了温度计，并铺
设了水肥一体化灌溉管道。

“别看我这些东西不怎么样，开个窗还得
靠手动，但前后也投入了100万元，勉强算是

‘半智慧’了吧。”熊治彬笑道，自从更换了设
备，果园农药用量减少一半，病虫害更少，产量
却增加三分之一，总产值实现翻番。

在江津区，通过申请中央以及市级项目资
金，他们也在加快布局智慧农业设施、系统。

2019年，江津打造“花椒产业发展数字一
张图管理平台”，利用现代遥感技术、小样本深
度神经网络学习技术和农业产业天空地数据
加工技术等，结合地力评价、土地确权等数据，
更加深入摸清了花椒产业“底细”；2020年，打
造花椒大数据平台，根据不同海拔高度，在花椒
种植重点镇街设置16个站点，布局了智能监测
设备，实现对全区花椒生长情况的实时掌握。

“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整合项目资金，更多
布局现代农业设施设备，更好地用于生产指
导，倒逼产业质量提升。”苏家奎说。

组建“生力军”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不管传统农业还是智慧农业，农业生产经
营始终靠人。如何让高大上的现代农业设备、
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也是推动智慧农业发展
的重要课题。

我市出台的《重庆市智慧农业发展实施方
案（试行）》中就明确指出，加大对基层农技人
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学生村官、返乡创业
人员等群体的培训力度。同时指出，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智慧农业发展，加快智慧农业成果转
化和普及应用。

垫江县砚台镇高新居委村民邬志强就在
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后，走上了智慧农业的
发展道路。

2014年，邬志强在砚台镇流转1100余亩
土地，种植花椒和黄精，算是当地的种植大
户。2017年前后，关于智慧农业的培训渐多，
加上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的宣传，邬志强有了
转型的想法。

“现代社会不管干啥都讲科技，不想被淘
汰就得与时俱进。”邬志强说，不管是市、县还
是镇上的培训，他都积极参加，“反正交通、食
宿都可以报销，政策这么好我为啥子不去？”

培训平均每三个月一场，有传统课堂授
课，也有实地操作。邬志强掌握了无人机操
作，了解了自动喷灌、温室大棚等现代农业设
施，还学习了电商运营等知识。

2018年，邬志强开始投入资金改换设备，
在修建便道、蓄水池以及配套自动喷灌设施
时，当地政府均给予他一半的补助，购买无人
机则给他每台1.8万元的补助。

尽管投资不小，但邬志强认为值得。如
今，基地每年可节约人力成本30万元，且化
肥、农药用量大大减少，产值明显提升。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还让梁平区曲水镇宝
石村的曹元波夫妇俩成了当地的名人。

2015年，农村电商开始起步，曹元波也做
起了电商，并发展了李子种植。

近两年，电商直播带货成为风口，曹元波
参加了相关培训，拍一些农村生产生活的短片

“试水”。渐渐地，平台账号粉丝越来越多，也
有网友留言询问拍摄的农产品卖不卖，曹元
波才正式开始直播带货，产品均来源于周边
农户。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梁平荫平镇
一家花椒合作社20吨花椒滞销。接到求助电
话，曹元波夫妇连夜做直播，当天就卖出10余
吨鲜花椒和1吨干花椒。

近年来，梁平年均培训新型职业农民800
人次，像曹元波这样粉丝量超过10万人的直
播账号已培育出3个。

市农业农村委信息化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我市将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
发展主线，聚焦信息化领域农业农村大数据建
设工程、农业农村产业智慧化改造工程、农业
农村管理服务智能化转型工程、数字农业农村
技术创新工程四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紧扣发挥
信息化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作用，
加快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加速推动我市智
慧农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乡村建设行动
系列报道之八

传统农业如何搭上智慧快车传统农业如何搭上智慧快车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的深度融合，
智慧农业已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我
市应着力解决哪些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
市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周
蕊。

周蕊认为，在智慧农业中数据是关键，应以
“数据—知识—决策”为主线，构建三大体系，解
决数据从何来、如何处理、怎么用的问题。

一是加强精准感知和数据采集技术创
新，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农村信息采
集技术体系。通过开展数据采集、输入、汇
总、应用、管理技术的研究，提升原始数据获
取和处理能力。

此外，加快推进满足农业农村需求的专

业遥感卫星研发，突破无人机农业应用的共
性关键技术，实现重要山地农业资源环境、生
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跨区域、全要素、多层
次的数据采集。

二是加强数据挖掘与智能诊断技术创
新，构建农业大数据智能处理与分析技术体
系。重点加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
农业、大数据认知分析等战略性前沿性技术

的超前布局。
通过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集成农学

知识与模型、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等，研发
动植物生产监测、识别、诊断、模拟与调控的
专有模型和算法，实现农业生产全要素、全过
程的数字化、智能化诊断。

三是加强精准管控与信息服务技术创
新，构建数据赋能农业农村智能化决策与管

理技术体系。重点是加强农业农村专有软件
与信息系统的整合集成研究，研发环境智能
控制系统、农产品可信追溯系统等；提升智能
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创制一批农业智能感知、
智能控制、自主作业等智能装备；进行数字农
业标准规范研制，建立数据标准、数据接入与
服务、软硬件接口等标准规范。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市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周蕊：

构建三大体系 加快推进农业智能化

梁平区金带镇双桂村的重庆数谷农
场，工人在荷兰·番茄工场内用采摘车采摘
西红柿。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4月6日，长寿区双龙镇，农技人员正在操
作无人机喷洒农药。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栗园园

3月29日，艳阳高照。
“几盆植物竖着成一串，就能比平面种

植提高3倍以上的产量呢。”“这个稀奇，阳台
式栽培，像种花一样。”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
村的数谷农场展示厅，游客边参观边阅读展
板上的介绍，不时发出感叹。

在数谷农场，智慧农业的面貌得到充分
展现：重力循环栽培、算珠式栽培、家庭阳台
式栽培……各种作物皆离开土壤，或长在水
里，或长在精心调配的基质里，随着配套设
施的设置和运转，更加科学地汲取着养分、
进行着光合作用。

数谷农场是我市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
代表。

伴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加速涌现，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逐步运用到农业
生产各环节，智慧农业也应运而生。通过对
农业生产数据的获取、收集、分析，农业生
产、销售等各环节变得更加科学、精准。智
慧农业也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乡村
振兴的重要路径。

2019年我市出台了《重庆市智慧农业
发展实施方案（试行）》，提出从生产智能化、
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等方
面，促进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推动农业智
能应用更加广泛。

那么，在智慧农业的推进中存在哪些难
点？如何破解？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
采访。

位于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村的数谷农场位于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村的数谷农场，，用玻璃用玻璃、、钢架钢架
搭建搭建，，瓜果蔬菜采取无土栽培瓜果蔬菜采取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灌溉水肥一体化灌溉，，承担起我市承担起我市
智慧农业技术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展示、、科普示范科普示范、、农旅融合发展功能农旅融合发展功能。。

通讯员通讯员 肖华肖华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