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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成涛

大数据、云计算、5G、无人驾驶、北
斗导航、 区块链……越来越多的新科
技逐渐应用于农业， 让农业插上智慧
的翅膀，让农村安上智慧的“芯”脏，让
农民过上智慧的生活。

大数据赋能

农业迈向标准化

6 月 10 日， 在芜湖市峨桥镇中联
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无人拖拉机卫星
平地、无人拖拉机旋耕、无人抛秧机、
无人植保机、自动灌溉等“黑科技”，在
搭载了数字化管理设施的高科技农田
中轮番亮相，充分展现出“无人农场”
的智慧魅力。

这是智慧农业的一个缩影。 什么
是智慧农业？ 在与会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赵春江看来， 智慧农业以信息和
知识为核心要素， 通过互联网、 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等现
代信息技术、设备，与农业深度跨界融
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
定量决策、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
化服务的全新农业生产方式， 是农业
信息化发展从数字化到网络化再到智
能化的高级阶段。

“过去农民主要是靠经验种地，传
统农业没有标准化，更谈不上数字化。
而智慧农业借助现代科技， 逐步让农
业生产实现标准化。 ”位于芜湖的中联
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CEO
熊焰明表示， 公司立足现代农业发展
需求，以数据为纽带，致力于成为高端
智能农机与智慧农业“双引擎”驱动发
展的高科技企业。

发展智慧农业的难点在于数据
的收集。没有数据，就没有智慧农业。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智慧农业
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农机，让农机成为
采集数据的移动终端。 记者在中联农
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看到 ， 一台 AI
（人工智能） 小麦收割机安装了位置
传感器 、视觉传感器 、测产传感器等
30 多个传感器 ， 能够在收割小麦的
过程中同步收集数据，并上传到系统
平台。 据介绍，该公司从 2019 年 6 月
至 2021 年 5 月 ，AI 农机采集数据量
达数十 TB （万亿字节 ），图片数十亿

张，涉及作物、环境、农田、农艺、农机
等方面。

“公司每年销售几万台农机，这些
农机如果都能成为数据采集移动终
端，那么数据收集能力将大大提高，成
本也会大大降低。 ”熊焰明表示，低成
本收集数据， 智慧农业企业才会有竞
争力。

赵春江认为， 智慧农业带动农业
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精准高效绿色
方式”转变，从“过度依赖人工”向“以
机器为主”转变，从“主观经验判断”向
“大数据智能决策”转变。

降本增效

促农民增收

时下，正是水稻插秧时节。 而在中
联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没有农民弯腰插
秧，取而代之的是，水稻有序抛秧机正
在田间高效作业。 工作人员介绍说，该
机一次抛掷 13 行， 一小时可作业 12
亩，工作效率是人工的 10 倍以上。用该
机抛秧，对秧苗无伤害，成熟期相比利
用插秧机插秧提前 5 到 8 天，产量提高
10%到 20%，种子、肥料用量更少，克服
了育秧难、返青慢、分蘖晚等难题。

“通过投入与产出分析得出，在同
一实验基地仅在化肥、农药成本上，数
字化管理比普通管理每亩节约 108
元；在水稻生育期内，数字化管理比普
通管理减少氮肥用量 21.8%；对同一品
种采用‘实收实测’方式，发现数字化
管理比普通管理增产 14.3%。 ”中联智
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袁
勇富说， 中联智慧农业在国内率先推
出全程水稻数字化种植解决方案 ，通
过“天、空、地、人、农机”五位一体数据
采集、模型分析，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
的信息感知、智能决策、精准作业，在
降本增产、节肥减药、提高品质等方面
效果显著。

在芜湖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与指导下， 今年中联峨桥智慧农场以
点带面，联合芜湖各县区 40 户农业经
营主体，将运营模式复制推广，形成约
2万亩的智慧芜湖大米种植圈。

“推广智慧农业后 ， 相比普通种
植，农药化肥投入、人力成本等降低了
很多，收入提高 20%到 30%，预计今年
能够增加 20 万元左右的收入。 ”作为

中联智慧农业方案的实践者， 智慧芜
湖大米响水涧示范基地负责人李刚对
记者说。

智慧农业增的不仅是 “产 ”，还有
“质”。 智慧农业借助区块链技术，有助
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区块链具有去
中心化、不可篡改、公开透明、集体维
护、可以追溯、全程留痕等特点。 借助
区块链的技术优势， 智慧农业企业打
造“区块链溯源平台”，实现了农产品
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流通环节的生产
可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追踪、质
量可追溯，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
更安心。

解决痛点

走向产业应用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发
展智慧农业， 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
系，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
经营深度融合。

不过 ，目前智慧农业发展还面临
着诸多问题。 “目前，不少智慧农业是
盆景，是给人看的，不好用。 ”有业内
人士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安徽朗坤
物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珍玉认为 ，
智慧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痛
点 ，比如高标准农田标准不高 、农产
品“卖难”、数据好看不好用、贷款难、
贷款贵等。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主任王小
兵在会上表示，有的地方还没有看到
未来智慧农业发展的美好前景；农业

专用传感器 、动植物生长模型 、大数
据算法等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数字
技术产业化滞后， 推广应用成本高 ；
数据资源建设基础薄弱，在线自动采
集数据渠道狭窄 ，政务数据 、行业数
据 、社会数据 、企业数据尚未形成汇
聚 、共享 、利用的机制 ；数据采集 、分
析 、应用三个环节没有打通 、形成闭
环；数字技术推广应用与生产需求脱
节 ，应用场景找得不够准 ；农村劳动
力特别是能够掌握运用数字技术的
农村人才缺乏。

“智慧农业关键要实现科技支撑
与引领。 ”在省农科院水稻所研究员
吴文革看来，智慧农业首先要明确技
术攻关方向，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 实
现科技攻关 ，人是决定因素 ，这需要
构建人才梯队， 培养复合型人才 ，包
括企业的创新人才 、管理人才 、产业
应用人才等。

“促进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解决科
研和生产‘两张皮’，关键是要充分发
挥农业科技服务公司在科技创新中的
主体作用。 在农业种源、装备、设施与
加工设备等关键环节和领域， 破解一
批‘卡脖子’技术，加快形成以市场为
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农业创新体系。 ”袁勇富表示。

熊焰明表示 ，未来将加速物联互
联、5G、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农业机
械领域的应用，打造作物全过程数字
化种植方案，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的机
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产业
融合升级 ，助力农业高质量 、可持续
发展。

车联网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试点开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通知， 部署开
展车联网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试点工作。 试
点方向包括车与云安全通信、 车与车安全通
信、车与路安全通信、车与设备安全通信等四
方面， 旨在加快推进车联网网络安全保障能
力建设。

随着汽车向更加智能方向发展， 车联网
网络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天眼查数据显示，我
国目前有近 3000 家从事车联网相关业务的
企业。 越来越多的通信和应用场景在汽车载
体中实现， 加大对车联网信息安全重视程度
十分必要。

工信部提出，在上述四方面进行试点，面

向车与云服务平台通信场景、 车与车直连通
信场景、车与路侧设施直连通信场景、车与设
备通信场景等，建立安全信任体系。具备车联
网身份认证管理和运营能力的单位可联合相
关产业链主体进行试点申报， 工信部将遴选
符合要求的项目开展试点工作。

从试点工作的内容来看， 主要是围绕车
联网及自动驾驶相关内容展开， 并提出了具
体目标。在车与云服务平台通信场景下，试点
单位研发建立车云通信身份认证、 数据加密
等技术能力， 实现各类车云通信场景下的身
份认证、数据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构建车云
通信安全保障能力。 在车与车直连通信场景

下， 试点单位要研发建立车车通信身份认证
技术能力，对具备直连通信功能的 C-V2X 车
型进行证书管理， 通过接入相关车联网安全
信任根和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联网安全信任根
管理平台， 在车辆驾驶应用场景中开展跨信
任域的身份认证， 保障多品牌车辆的安全通
信，构建车车通信安全保障能力。在车与路测
设施直连通信场景下， 试点单位要研发建立
车路通信身份认证技术能力， 对试点区域具
备直连通信能力的 C-V2X 通信设备进行证
书管理， 通过接入相关车联网安全信任根和
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联网安全信任根管理平
台，开展跨信任域的身份认证，保障本区域多

类路侧设备与车辆的车路安全通信， 构建车
路通信安全保障能力。 在车与设备通信场景
下，试点单位要研发建立身份认证、安全加固
等技术能力， 支持各类车与设备通信场景下
的身份认证、数据机密性和完整性保护，构建
车与设备通信安全保障能力。

此次试点的申报主体包括基础电信企
业、互联网企业、汽车生产企业、电子零部件
企业、网络安全企业、商用密码企业、交通运
输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先
进示范区、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国家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示范区（基地）、智慧城市基础设
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城市等的建
设运营单位等。 （本报记者 何明 整理）

智慧农业

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

6月 10日，2021年智慧农业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在芜湖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智慧农业建设， 开展地方典型案例交流，共
同探讨未来智慧农业的发展方向———

我国立法保护军人荣誉名誉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6 月 10 日表决通
过了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明确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
护。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撤销。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
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
誉标识。

点评：时代需要英雄奉献，崇尚荣誉才能英雄辈出。全社会都
应从“国之大者”的高度给予军人应有的理解和优待，通过实际行
动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让军人真正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网友热议：
@ 轻罗扇 wx：支持，军人应当受到道德尊重和法律保护。
@ 爱尚古典文学诗词：任何時候只要国家需要立马归队！

军拥民，民爱军，军民鱼水情，国家的军人人民爱，绝不容诋毁
国家军人。 向他们致敬！

·网络 站·ee

浙江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意见》6 月 10 日发布， 赋予浙江重要示范改革任
务，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意见指出，到 2025年，浙江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
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点评：共同富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以新理念、新机
制探索重塑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的关系，优化发展格局，凝聚
起推动共同富裕的强大合力。

网友热议：
@ 我圆 _ 你圆：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社会

主义跟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
@ 啊啊 Amuya:先富带动后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本报记者 马珺 整理）

6月 10 日， 在芜
湖市峨桥镇中联智

慧农业示范基地 ，无
人驾驶履带拖拉机

携带平地铲 ，利用卫
星信号进行平整土

地作业。
本报记者 马成涛 摄

400年历史的皇家宫殿
用文创“圈粉”年轻一代
新华社沈阳 6 月 11 日电（记者 赵洪南 崔师豪） 已有近

400 年历史的皇家宫殿不再“高冷”，变身时髦的约会地点，“圈
粉”年轻一代。 今年的文化遗产日前夕，记者走进沈阳故宫，探
访这座近 400 岁皇家宫殿的“圈粉”秘诀。

在沈阳故宫斯文门外的清文化元素主题咖啡馆，记者看到
这家店内推出的多款“网红”饮品吸引观众前去打卡。

这家咖啡馆内推出的特色饮品，将满族特色甜食、沈阳特
产和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口味相结合。 比如，“盛京宫阙”这款饮
品以沈阳故宫独有的“红墙黄瓦绿剪边”为创作灵感，红色的洛
神花茶搭配黄色的油茶奶盖，顶端装饰大政殿形状的绿色抹茶
粉，层次丰富，口感饱满。

“沈阳故宫里也可以喝咖啡了。 ” 特意来店内打卡的“95
后”王雅婷说，“盛京宫阙”“永福可心”等独具沈阳故宫特色的
咖啡，让她每一款都想尝尝。

为了让那些隐藏在博物馆中的文化符号“活起来”，沈阳故
宫博物馆、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具
有沈阳特色的文创产品， 正在沈阳故宫的南广场集中展出，让
观众可以在此一站式集齐“盛京礼物”。

沈阳故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近几年，沈阳故宫研发了
千余种具有沈阳故宫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让历史和文化达到
更有效的传播。

除了这些文创产品，沈阳故宫的线上文创产品———甪端表
情包也在微信上线了。这款表情包以沈阳故宫馆藏文物神兽甪
端为原型设计，通过表情包，让甪端这只神兽在人们的社交中
“活”起来。

沈阳故宫博物馆副馆长苏阳说，近几年，文化授权与多业
态跨界合作风生水起，文创产业工作进入到崭新时期。 文创产
品这股消费新潮流，既满足了时尚追求，又凸显了文化内涵，和
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偏好不谋而合。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多业态跨界合作的文创
产品成为让文物 “活起来”、 让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的一种载
体，能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得以传承，也让文创产品从
小众走向大众，培养出更多的文化交流者和历史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