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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蒙蒙亮，一辆黄色吊车就轰隆隆地开进了成都市蒲江县花田家庭农场。农场主杨欣正忙着农场内主干
道的改建施工，
待搭好预制板桥面后，
作业机械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田间，
大大地减轻家人的劳作负担。
这是成都市培育家庭农场的一个缩影。2019 年，
《四川省现代农户家庭农场培育行动方案（2019-2022
年）
》发布，标志着四川省现代农户家庭农场培育行动正式启动，它也是全国省级层面制定的第一个农户家庭农
场培育文件。
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适度规模经营为主、集约化特征明显的家庭农场，日益成为现代农业生产的
骨干力量。日前，
记者对两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进行了探访。

家庭农场里的田园梦与生意经
▶杨欣正在
照料猕猴桃
藤蔓

蒲江县花田家庭农场
改造落后基建，搞宜机化生产

缘道家庭农场里的星空房营地区

崇州缘道家庭农场
转型休闲观光农业，年接待人次可超一万
成都市家庭农场
□截至2021年已发展到

10503家
□ 较 2019 年 增 加 超 过

2900家
□年均增长达到18%
□其中市级示范家庭农场

322家
□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156家

从2011年初选地，
到正式辞去上市
公司的高管职位，
回老家当农民，
崇州缘
道家庭农场的农场主詹天兵十分感慨：
“我是喜欢农业的，
我们家人也热爱田园
生活，
所以才会一起搞家庭农场。
”
据了解，崇州缘道家庭农场占地
面积达 426 亩，目前农场包括了四个
区域，分别是粮油种植区、营地区、农
耕体验区、餐饮接待区，
其中粮油种植
区每年水稻产量大约 4 万斤，菜籽产
量大约 1.4 万斤，蔬菜产量 4 万斤。
去年，缘道家庭农场的接待人次
超过了 1 万 4 千人。詹天兵回忆起农场
初建时表示，当时并没有想搞休闲观
光农业的想法，是因为在刚开始的三
年里，农场只种植粮油作物无法维持
自身经营，加上前期投入的千万资金
也让自己陷入资金不足的困境，
于是，
农场开始被迫转型。
“当时，
我们发现农场的突出优势
在于美、安静、依山傍水，”詹天兵说，

发放贷款 3000 余万元，承保
生猪 2.5 万头，涵盖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60 户……中国联通四川省分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联通”
）根据
市场实际需求，自研“金融+互联
网”服务乡村新模式——“智慧金
农平台”，目前已与四川省内多家
涉农银行、保险公司达成合作。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确保“金融+科技”活水
滴灌到“三农”领域，四川联通以覆
盖城乡、技术先进、品质优良的精
品网络为乡村振兴筑牢数字基座，
携手银行业以大联接、大计算、大
数据、大应用、大安全的“组合拳”
为乡村振兴输送核心能力，坚决扛
起“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
国、智慧社会”建设使命担当。

同时，在朋友的建议下，2014 年开始， 能力达到饱和，但是周中客流量大量
缘道家庭农场增加了农家乐和住宿等
下降，农场内二十多名员工可能出现
休闲板块，现在餐饮区一次性可接待 “无事可做”
的情况，
“我们的收入波动
350 人，
住宿区有 17 个房间。
很大。”若收入下降，农场内基建升级
将农场打造成为依托农耕文化， 的资金不足问题，
会更加严重。
集劳动教育、旅游休闲观光、亲子活动
为缓解家庭农场发展存在的资金
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并不容易。詹天
不足问题，去年８月，四川出台了《关
兵和家人在多番分析后发现，家里从
于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实施“家庭农场
事教育工作的人很多，这成为了农场
信贷直通车”的通知》，提升家庭农场
搞劳动教育、亲子活动可利用的优质
金融服务能力。今年 3 月，德阳市旌阳
资源。
此外，
自家农场包含了三座连绵
区集中为 12 个家庭农场开展贷款授
的小山丘，他将山丘下的空地设计成
信，贷款总额 1270 万元，这是四川省
房车院子，山丘上搭建了原始树屋和 “家庭农场信贷直通车”
发放的首批贷
星空帐篷，
充分利用了地理空间。
款。
在政府的金融服务扶持下，
家庭农
目前，
农场也面临新的挑战，
即体
场的未来发展将有更多保障。
验经济在特殊时期会受到很大的影
詹天兵表示，自家农场已经开始
响。
在疫情防控期间，
农场民宿订单量
了新的发展规划，未来将通过自媒体
下降、体验活动无法举办。
随着疫情防
运营和广告等方法，提高农场的知名
控形势向好，
农场内的游客逐渐增多， 度和其注册品牌的影响力，同时提高
接待能力落差的问题又随之而来。詹
农村加工农产品的能力，开拓线上售
天兵表示，
周末客流量达到顶峰，
接待
卖渠道。

在还不能进入田间，施肥、修剪
枝叶、摘果等工作也是靠人工完
成。而农场面积较大，
这些工作需
要工人劳作时间长，
这也导致了
人工成本的增加，
“农场必须更快
实现宜机化生产的转型升级。
”
杨欣坦言，
家庭农场的宜机
化生产转型还面临着很多困
难。首先是资金不足。他告诉记
者，由于早期缺乏经验，农场内
部很多设计都不合理，又因为
缺资金，经常只能划片区逐步
升级，
“ 赚来的钱又用来建设农
场了。”其次，现在和有机农业
种植技术相关的工艺研发较
少，农场主自身的试错成本高、
试错时间长。技术问题也让农
场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力不
从心。作为蒲江县有机产业协
会会长的杨欣还发现，现代农
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
人才，如何吸引更多人才爱上
农业，
也值得思考。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获悉，今年 4 月，四川已经开始
在 14 个县（市、区）启动家庭农
场带头人职业化相关的试点工
作，旨在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并
对纳入试点的家庭农场在发展
农业产业上给予一定扶持和政
策倾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实习记者 胥婷 摄影记者 王效

擦亮天府农业
“金字招牌”
四川联通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
“互联网+”
打造成都小镇新生态

“农业+金融+科技”
助推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提升
四 川 联 通“ 智 慧 金 农 ”平 台 于
2020 年 9 月上线，将农业、金融业、信
息产业深度融合，服务于种、养、林、
渔，从新基建角度助力四川打造农业
“金字招牌”
。
成都金堂智慧猪场项目是目前
平台正在运营的代表性项目之一，该
项目中一种典型的模式是“龙头企
业+代养户+银行”的代养模式。前
期，针对代养户资金需求，
“ 智慧金
农”平台与金融机构对金融服务进行
了创新，代养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向平
台合作的金融机构提交贷款申请；然
后，龙头企业为代养户的贷款提供信
用担保；最后，金融机构再基于平台
采集的数据，
对代养户的贷款申请进
行综合审查，
并为符合条件的代养户
发放贷款。
在这个金融服务中，平台通过
5G 等技术保障数据采集和数据质
量。贷前，金融机构采用平台采集的
数据，与代养户自行提交的生物资产
和固定资产等数据进行交叉验证；贷
中，金融机构通过平台部署的 5G 监
控摄像头对养殖场进行实时监控，并
在平台上自主设置预警规则，实现突
发情况预警功能。这就意味着，金融
机构业务人员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
以实现猪场全方位活体资产监管。
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
“智慧金农”平台实现了传统农业供
应链的转型改造，推动了供应链金融
的创新升级。目前，平台上还有多个

成都市蒲江县花田家庭农
场的农场主杨欣一大早就爬起
来，指挥起吊车开进农场，告知
施工队搭建预制板桥面的注意
事项。
今年是他从川农毕业后回
到家乡搞农业的十六个年头，
一
开始他就将自家的农场定位在
有机农业生产上，
随着现代绿色
农业的不断发展，
自家的家庭农
场也需要迭代升级，
“ 最近的道
路改建，
就是为了以后作业机械
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到田间，
到时
候施肥、摘果等，都能实现机械
化运作。
”
据了解，
花田家庭农场基地
面积 106 亩，种植面积 82 亩，主
要种植有机猕猴桃和柑橘，
每年
有 机 猕 猴 桃 的 产 量 在 30 吨 左
右，有机柑橘产量大约是 6 吨。
但目前，农场内有大约 50 余亩
的田地正在培育猕猴桃新苗，
“因此今年的产量会有所下降。”
随着劳动力老化和劳动力
成本上升，农场的宜机化生产
迫在眉睫，
“ 这也是现代农业的
发展趋势。”烈日炎炎，看完新
苗生长情况的杨欣，额上已满
是汗珠。
有机农场的种植要求，
也加
大了人工成本，
杨欣指了指前方
田地里正在用除草机割草的工
人，
“那是我的父亲，
因为有机农
场不能使用除草剂，
所以我们都
是人工割草。
”此外，
由于机械现

“智慧金农”
平台架构 据四川联通
养殖、种植项目正在运营，包括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苹果+藏
猪”种养循环项目、宜宾柑橘种植项
目、雅安枇杷园数字化种植项目等。

信息化驱动赋能
协同多方筑牢乡村振兴数字基座
智慧金农平台采用
“布放物联网
设备+AI 算法”获取前端真实农业数
据，
运用云计算等新型信息技术，
实现
养殖业点数估重、
异常告警，
种植业遥
感测绘、
测产估值等功能，
达到用科技
手段对实体企业金融赋能的目的。
四川联通 5G 高速网络供给安全
敏捷智能大联接，通过多样化的前端
智能数据采集设备，
将采集的信息数
据实时传送到云端平台，
独立部署又
具备开放性，瞬息之间便可完成大体
量数据的稳定传输。
智慧金农平台智能前端设备采
集生产现场大量数据，
结合银保监共
享的保单出险、融资贷款、行业数据
等进行整合分析，便于可信溯源。同
时运用区块链技术，
形成唯一可信的
全链路保险证明。
平台强大算力纾解前后端痛难

点问题。以 5G+人工智能为技术基
础，
通过高清视频图像、传感数据等，
进行物体识别、模式识别，实现 AI 智
能点数、灾后定损、产量预测等，
为用
户提供数据可信服务。
智慧金农平台打造了智慧农业、
数字农场、惠农金融、产品溯源、土地
确权、电商直播、政府监管等新应用、
新模式和新业态；
还对银行与保险机
构开放数据资源，实现贷款资金“水
龙头”
的精准控制。
平台基于 5G 行业专网的内生安
全性，
具备了网络层安全、可信标识、
身份验证和行为溯源的能力。5G 行
业专网配备了智能主动防御系统，
能
够保障网络层安全，
为农业供应链的
信息安全保驾护航。

“大数据+金融”
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智慧动力
在“智慧金农”
平台基础上，
四川
省人社厅与四川联通依托大数据实
验室，
研发四川省创业担保贷款线上
服务平台，
打造惠农利民的创新金融
产品和服务，
为广大创业者及小微企
业提供“一站式”创业担保贷款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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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通办服务。
该平台通过
“沙箱”
技术，
建立了
数据汇聚融合信任机制，
让政务数据、
企业数据、社会数据可信、可控融合。
同时，平台引入相关金融服务机构开
展合作，
共同参与
“政-企-银”
多源数
据融合应用，实现风控模型共建、互
认。
目前，
四川省创业担保贷款线上服
务平台已具备正式运营能力并在雅安
试点，
截至2022年7月，
雅安市人社局
依托该平台累积放款 2797 万元，
极大
提升了贷款申请与经办效率。
由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
国联通四川省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四
川石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申报的《基于边缘计算的种植养
殖金融服务》项目，
由四川省人社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四川联通联
合申报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业
担保贷服务》项目，共同入选四川省
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项
目清单。
这表明，
“大数据+金融”
正释放强
大力量，以数字科技惠农助农，打造
“数字乡村”金融农业服务管理新模
式，
为乡村振兴建设注入智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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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指引下，
中国联通大力推进数字
乡村建设，不断促进网络化、数
字化、智能化由城入乡。中国联
通成都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联通”
）与天府乡村发展集团
共同打造互联网小镇项目，以
286 个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小
镇为试点，
探索一套具有规模复
制、易推广的现代化小镇“互联
网+”
升级革新方法。
那么，
工作生活在互联网小
镇有什么不一样？现在就带你看
看三道堰镇的互联网+医疗、互
联网+教育、互联网+文娱、互联
网+电商、互联网+安全、互联
网+社会治理和互联网+双创。
在三道堰卫生院，
不仅开发
了居民在线挂号预约系统，
还引
进了国内先进的远程视频诊疗
系统，
并实现了与三甲医院的对
接，
为城镇居民提供多层次诊疗
服务。
在镇上的学校，
“一站式”
教
育信息化平台面向教育局、学
校、老师、家长及学生，
打造智慧
校园综合管理平台、学生个性化
学习平台、家校共育平台等八大
应用平台。
在惠里商业街，
成都联通与

项目合作伙伴成都云智天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引入成都电影
集团在三道堰镇合作创建了第一
座中国最美乡村同步影院，
与国
内主流影院同步影片上映，
让小
镇居民享受大城市的文化娱乐。
重点围绕农业旅游产品开
发、农村旅游服务业等农旅融合
领域，
引进国内一流的智慧农业
企业及农产品供应链服务商，
并
构建了国内首个城镇绿色农产
品双向可溯源电商平台及认证
系统。
服务于有志在三道堰创业
的人士，
小镇打造线上“双创”
服
务平台，提供全球创新、创业资
源，成功孵化了人人耘、完美米
饭、创新之城、一千零一页等一
批“双创”
项目。
在镇上的交通枢纽站点、
停
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学校、医院
等重点区域，
智能监测设备加密
部署，
与公安天网系统无缝接驳。
如果居民遇到治安、道路交
通、环境保护等危害公共安全的
违法违规问题，
可以用手机拍照
等方式，
通过社会治理线上管理
平台，
实现社会动态治理和全民
治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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