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即可查看农产品信息，远程监控农作物生长状况……

农博会的互联网+，你感受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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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上的农产品琳琅
满目， 但如何才能保证买到
的产品是安全的呢?

“我们的每一个产品上
都会有一个专属的二维码，
只要拿起手机扫一扫， 便可
轻松获得每件商品的产地、
日期等信息，实现‘溯源’。”
在怀化新晃晴芳蜂业合作社
的展位前， 负责人叶永家解
开了记者的疑问。

对此， 记者在展区随意
挑选了一件农产品进行扫码
试验，在短暂等待后，手机界
面便出现与该商品有关的信
息，包括生产批号、原料、产

地等等，而在最下方还有“相
关信息”选项，点击之后则出
现了更加细致详尽的数据，
产品从育种到销售的整个过
程一目了然。

“溯源系统由防伪查询、
溯源查询等板块组成， 消费
者购买了贴有防伪溯源标识
的农产品后， 扫描二维码即
可通过标签防伪及系统识
别，了解到产品的真伪，同时
通过溯源模块， 查看到该产
品的产地、生长情况、加工过
程、检测结果等信息。” 湖南
中联惠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部总监贺竹向记者

解释。
贺竹介绍说， 目前国内

“溯源平台”很多，其所在公
司主要负责推广由中科院计
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牵头开发
的“国家物联网标识管理公
共服务平台”，通过该平台可
为每一件物品实现“一物一
码”，对消费者而言，只需使
用手机扫描物品上内嵌的国
家物联网唯一标示的二维
码， 便能一览其生产和流通
数据，真正做到随时随地“轻
轻一扫， 知根知源， 安安全
全”。从而实现对产品的安全
监管。

12月2日， 农博会进入第四天，展
会现场仍然人气爆棚。

记者注意到，“互联网+”元素充斥
着整个农博会。 不少参展商都在农博
会上开启了 “线下+线上” 的销售模
式，既方便市民快捷购物，也拓宽了农
博会产品的销售渠道； 而对于市民关
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只需拿起手机对
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 轻松一扫即
可“溯源”。

除此之外，记者还了解到，湖南正
斥资2亿元打造中国中部首个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农产品交易平台———中部
国际农创园， 建成之后将实现中部农
博会、农创园、农创网“三位一体”，市
民不出远门就能买到来自全球各地的
优质农特产品。 ■记者 吴虹漫

11月29日，为期一周的2016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在新建成的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农博会展区总
面积52000平方米，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企业参展。 记者 徐行 摄

今年的农博会上 ，不
少参展商有了“新玩法”，
“网 ”购成为潮流 。记者走
访多个展区后发现， 不少
参展商除了在现场销售产
品之外， 还会借助 “农创
网”等线上交易平台进行销
售， 甚至有些参展商只在
现场展出“样品”，有购买
产品意愿的市民则要通过
网络进行交易。

在现代农业园区展位，
来自省内各地的农企“同台
竞技”，有的参展商还推出现
场品尝环节， 让市民亲自体
验产品的味道。 湖南新泰和
集团的工作人员谢芳告诉记
者， 此次参加农博会主要以
宣传、展示自家农产品为主，
不会在现场销售产品。“我们
是纯电商企业， 主要通过公

司官网、网上商城、微信等网
络平台进行销售， 公司在岳
阳有2万多名会员，客户只要
在晚上9点之前下单，就可以
在次日早上五六点在离家最
近的自提点拿到东西， 方便
又省心。”

在农博会上， 除了数不
胜数的国内农产品， 来自俄
罗斯、法国、泰国等地的“洋
产品”也纷纷亮相。作为在本
届农博会上出现的唯一一家
日本参展商， 日本横田产业
株式会社展出了越光、 水镜
两个系列的大米产品。 对于
农博会达到的效果， 该社副
社长横田翼直呼意外：“本来
只想靠农博会宣传一下我们
的大米， 没有想到会卖得这
么好， 一个上午就卖出了十
多包。”

横田翼对记者说， 在中
国， 横田产业的大米之前只
在网上进行销售， 今年才开
始落地推广， 农博会上的大
米全部来自日本本土， 一袋
300g的大米零售价30元，虽
然价格略高， 但由于口感柔
软、味道香，在中国市场上很
受欢迎。

“我们企业的大米年
产量在80吨左右， 产量少
所以价格会高点， 主要面
对中高端市场， 没想到在
中国有这么大的市场潜力，
希望能借这次机会多多推
广，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记
者了解到，市民也可以在现
场预订大米，对于预订的商
品将会直接从日本发货 ，
大约20天左右就会到达消
费者手中。

中部国际农创园也是本届农博
会出现的一大“亮点”。记者了解到，
农创园是湖南打造的中部首个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农耕
文化体验中心、一站式物流中心及创
意创业平台。 园区总商业面积达11
万平方米，将于明年正式开园。

“农创园专属线上平台———农创
网与淘宝、京东、阿里等电商平台都
有合作，可以省去中间商渠道，实现
批发、零售、电商一举三得。” 中部农
博会运营商———湖南水目木商务管
理有限公司招商经理刘祝说，农创园
建成之后，将与农创网、农博会联结，
为市民提供“线上交易、线下体验”的
一站式购物服务。

除此之外，农创园设立了农创文
化美食街、外贸农产品体验区、全国
农产品体验区等4大板块。 其中外贸
农产品体验区将是湖南首个全球农
产品直贸体验区，来自全球各地的特

色水果、进口酒水、休闲食品等农产
品一应具备； 而专门规划的物流中
心，可以对长沙城区的商品进行直接
配送， 使得市民轻轻松松， 就可以
“买”遍全球。

刘祝介绍， 为了保证食品安全，
农创园还设立专属农产品安全监测
机构，为所有进驻园区的农产品进行
监测，并进行档次划分，经监测合格
方可入园。

据了解，整个农创园区共规划了
1000多家商户， 主要面向农博会的
合作企业，截至目前，农创园已成功
吸引了200多家商户，并且已经完成
了全国农副产品等区域的建设。

如今， 城区停车难问题日益突
出， 农创园总共规划了1500多个停
车位，用于解决停车难问题。“明年年
底二期工程启动后， 还会规划一个4
层的立体停车库，到时市民就不用担
心停车难问题了。”

事实上，“溯源平台” 不仅已经实
现了在农产品、食品、畜牧等行业的成
功应用， 同时也开始服务于智能农业、
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不同应用领域。

而在本届农博会上， 农业物联网
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农业的“智慧化”。
在智慧农业物联网展区， 一个小型温
室大棚已经搭建完成， 多个滴灌设备
正在不断地对棚内的花卉、 蔬菜喷洒
水雾。而在不远的电子屏上，则显示出
大棚当前的湿度、光照等，通过选择不
同参数，大棚中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据贺竹介绍， 眼前的场景就是应
用了农业物联网技术。“以前农民在给
作物浇水、施肥、打药中全凭经验和感
觉， 现在只要通过安装在泥土里的感
应设备， 就可以对农作物进行实时监

控，并且可以测出泥土的温湿度、泥土
酸碱度、重金属含量等数据，让农民及
时发现问题，调整种植方案。”

与此同时， 依靠特定的平台，只
要有互联网， 就算人在千里之外，也
能远距离对土地进行遥控，实现自动
化施肥、喷药等。

“比如我们依托国家平台研发出
的‘掌上田园’现代农业整体解决方
案，通过借助智能农业仪器，可以打
造出一个农产品智能化管理服务平
台， 依靠这个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就能对瓜果蔬菜的温湿度、 光照、二
氧化碳浓度等‘了如指掌’，农民不
管在哪里，只要在电脑或者手机上打
开软件，调整不同的选项，或是完全
听‘指令’就可以了。” 贺竹说道。

“

【互联网+销售】
农博会新玩法：“网”购成潮流

【互联网+监管】
一物一码，轻轻一扫即可“溯源”

【互联网+智慧】
千里之外可遥控，农业物联网亮相

【互联网+平台】
线上线下一体“购”，轻松“买”遍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