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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说明

（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

有关实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建立农业农村信息

化发展水平监测评价机制，在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的

指导和支持下，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在总结前两年开展全国

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强化数

据采集，完善指标体系，特别是对农业生产信息化指标进行

了细化，通过全面监测、数据清洗、逐项分析，形成了《2021

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

本报告全面反映了“十三五”以来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

取得的阶段性成效，分析了存在的短板和弱项，并对“十四

五”时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本次监测评价工作秉持绩效管

理理念，旨在帮助各县（市、区）找准各自在全国、全省的

坐标位置，客观判断优势、亮点和差距，明确努力方向，以

期在新征程上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健康平

稳发展。

（二）数据来源

本次监测评价数据继续采取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

自愿填报，市（地、州）、省（区、市）农业农村市场信息

部门逐级审核把关的方式获得，共收集到 2703 个县（市、

区）2020年的基础指标数据。经审核、清洗，纳入本次监测



— 2—

评价的有效样本县（市、区）为 2642 个，基本覆盖全国所

有涉农县域，其中东部地区
1763个、中部地区 849个、西部

地区 1030 个，覆盖 50.9万个行政村。由于有效样本量的增

加、农业生产信息化指标的细化、个别指标权重的调整等原

因，本报告中的部分指标结果未与上年报告进行比较。另外，

本报告中的“全国”指有效样本县（市、区）总数，另作说

明者除外。

1
按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全国 31个省（区、市）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

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等 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

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 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

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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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结果

2020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回顾过去五年，一系

列重大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实施，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扎实推进，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迈上了新台阶。

（一）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接近百分

之三十八

农业农村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战略决策的推动下，各有关部

门、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互联网＋”现代农业、农业农村

大数据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等重大部署，

积极推进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稳步发展。经综合测算，2020

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到 37.9%，其中

东部地区 41.0%，中部地区 40.8%，西部地区 34.1%。

分省份看2，如图 1所示，高于和等于全国发展总体水平

的有 14 个省份，其中，浙江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发

展总体水平为 66.7%；江苏和上海分居第二、第三位，发展

总体水平分别为 56.5%和 55.0%。

从县域看，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

平均发展水平为 69.5%，排名全国前 500的县（市、区）为

57.9%。发展总体水平超过 60%的县（市、区）有 164个，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未参与本次监测评价工作，故不计入省级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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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6.2%；处于 30%~60%的有 1754个，占比 66.4%；低于

30%的有 724 个，占比 27.4%。高于全国发展总体水平的县

（市、区）有 1272个，占比 48.1%。

图 1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高于全国发展总体水平的省份

（二）农业生产信息化稳步推进

农业生产信息化是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其发展水平是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标志性重要指标。

经综合测算，2020年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为 22.5%3
。分

区域看，东部地区为 25.7%，中部地区为 30.8%，西部地区

为 19.6%。分析表明，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农业总

产值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发展农业信息化是释放农业数

字经济潜力的根本途径。

分省份看，如图 2所示，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排名全国

前 10 位的省份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江苏农业生产

3农业生产信息化包括大田种植信息化、设施栽培信息化、畜禽养殖信息化和水产养殖

信息化，权重根据各行业产值占比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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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水平为42.6%，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和安徽均为 41.6%，

并列全国第二。

图 2 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分行业看，畜禽养殖信息化水平最高，为 30.2%，设施

栽培、大田种植、水产养殖的信息化水平分别为 23.5%、18.5%

和 15.7%。具体看：

大田种植方面，在监测的 11个主要农作物品种（类）

中，棉花、小麦、稻谷三个作物的生产信息化水平总体较高，

分别为 40.2%、35.3%和 33.9%。从主要信息技术应用看，农

机作业信息化技术在大田作物生产过程中应用最为广泛，水

肥药精准控制技术、“四情监测”技术也均得到较好应用。

从省份看，安徽大田种植信息化水平最高，为 48.1%；江苏、

上海、浙江和湖北也均超过 35%。

设施栽培方面，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技术和设施环境信

息化监测技术应用最为广泛。江苏和吉林的设施栽培信息化

水平均超过 40%，分别为 43.5%和 42.5%；浙江、河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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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和江西也均超过 30%。

畜禽养殖方面，在监测的 4个主要畜禽品种（类）中，

家禽（鸡鸭鹅）和生猪养殖的信息化水平均超过 30%，分别

为 32.9%和 31.9%。浙江的畜禽养殖信息化水平居全国首位，

达 60.3%；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江苏和上海分别为 52.4%和

51.8%。

水产养殖方面，在监测的 4个主要水产品种（类）中，

蟹类的生产信息化水平最高，为 25.1%；虾类和鱼类的生产

信息化水平分别为 18.0%和 16.5%，均高于水产养殖信息化

水平；贝类最低，仅为 4.7%。信息化增氧技术的应用最为广

泛。上海的水产养殖信息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达 56.6%；

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浙江和江苏分别为 43.3%和 36.6%。

（三）农产品电子商务高速增长

1.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

13.8%

电子商务日益成为农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农

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突破口，极大增强了农产品

供应链的稳定性，促进了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特别是对打赢

脱贫攻坚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产品稳产保供发挥

了独特作用。2020 年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7520.5

亿元，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 13.8%，比上年增长了 3.8 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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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 3359.9亿元，

占东部地区农产品销售总额的 17.7%；中部地区为 2628.5亿

元，占比 12.0%；西部地区为 1532.1亿元，占比 11.2%。

分省份看，如图 3所示，浙江、江苏、安徽的农产品网

络零售占比位居全国前列，分别为 37.5%、26.6%和 19.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为 940.6亿元、1138.8亿元、889.5亿

元。

从县域看，农产品网络零售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

（市、区）有 1179个，占有效样本县（市、区）的 44.6%。

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农产品网络零

售占比为 43.2%，排名前 500的为 26.7%。

分析表明，农产品网络零售占比与互联网普及率、家庭

宽带入户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对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图 3 农产品网络零售占比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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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为 22.1%

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

农产品从生产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安全保障提供了新抓手，

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活动相关信息更加透

明，有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

可查询、责任可追究。近年来，各地陆续建设使用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2020年通过接入自建或公共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平台，实现质量安全追溯的农产品产值占比为 22.1%，

较上年提升 4.9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为 28.9%，

中部地区为 18.7%，西部地区为 15.6%。

分省份看，如图 4 所示，该指标排名全国前 10 位的省

份中有 8个省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达到 85.1%，

位居全国首位；浙江、江苏位居全国第二、第三位，分别为

63.5%、45.5%。

分行业看，设施栽培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为

29.7%，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大田种植分别为 28.3%、24.5%

和 16.6%，比上年分别提升 1.9 个、6.7 个、5.9 个和 3.5

个百分点。

从县域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县（市、区）有 846个，占有效样本县（市、区）

的 32.0%。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为 53.7%，排名前 500 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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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分析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

助于农产品的网络销售以及价格的稳定提高。近些年来，生

产经营主体应用追溯平台的意愿和积极性逐步增强，同时倒

逼着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品牌化、信息化，为保障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新途径。

图 4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四）基层治理数字化快速提升

1.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为

72.1%

农村基层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公开是维护和保障

农村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内容和基

本途径。信息技术的应用开辟了公开渠道，提高了公开质量，

加快了公开步伐。2020年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三务”

综合公开水平达到 72.1%，较上年提升 6.8个百分点。其中，

党务公开水平为 73.1%，村务公开水平为 72.8%，财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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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为 70.5%。分区域看，东、中、西部地区行政村“三务”

综合公开水平分别为 70.7%、77.5%和 68.0%。

分省份看，如图 5 所示，该指标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均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

平达到 100%，浙江、江苏、湖南、安徽、重庆、内蒙古的

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均超过 90%。

从县域看，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

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区）共有 1700 个，占有

效样本县（市、区）的 64.3%。其中，1560个县（市、区）

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达到 100%。发展总体水平排

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三务”综合公开水平为 99.4%，

排名前 500的为 93.2%。

图 5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2.“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为 77.0%

“雪亮工程”是以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

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公共安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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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近年来，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综治部门切实把“雪亮工程”作为一

项民心工程来抓，扎实推进工程实施，行政村覆盖率快速提

升，农村居民的安全感显著增强。2020年全国“雪亮工程”

行政村覆盖率达到 77.0%，较上年提升 10.3个百分点。分区

域看，东部地区“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为 77.9%，中部

地区为 83.5%，西部地区为 68.2%。

分省份看，如图 6所示，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安

徽、福建、天津等 7个省份“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均超

过 90%，其中，上海、浙江已实现全覆盖。

从县域看，“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高于或等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县（市、区）共有 1794个，占有效样本县（市、

区）的 67.9%。其中，1585个县（市、区）实现了行政村全

覆盖。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覆盖率

为 94.6%，排名前 500的为 91.3%。

图 6 “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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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 66.4%

近年来，各地扎实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利用信息化手段

让信息多跑路、农民少跑腿，为农民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

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婚育登记、劳动就业、社会

救助、农用地审批和涉农补贴等重要民生保障信息化服务。

2020年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4为 66.4%。分区域看，

东部地区在线办事率为 67.3%，中部地区为 70.4%，西部地

区为 62.4%。

从县域看，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高于或等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县（市、区）共有 1576 个，占有效样本县（市、区）

的 59.7%。其中，1003个县（市、区）的七类业务，除个别

必须现场办理的环节外，其他环节实现了在线办理。如图 7

所示，全国已有超过 80%的县（市、区）社会保险业务和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实现了在线办理；超过 70%的县（市、

区）劳动就业业务实现了在线办理。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

前 100的县（市、区）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 96.0%，排名

前 500的为 88.7%。

4本报告中“政务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婚育登记、劳动就业、

社会救助、农用地审批和涉农补贴等七类重要民生保障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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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重要民生保障业务在线办理情况

（五）农村电商服务加快普及

本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选定“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

作为服务信息化水平的代表。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大力

支持电商、邮政、快递物流等企业把电商服务站点快速延伸

到行政村，为农产品出村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进村提供了重要

基础支撑。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已建有电商服务站点的行

政村共 40.1 万个，共建有电商服务站点 54.7 万个，行政村

覆盖率达到 78.9%，较上年提升 4.9 个百分点。分区域看，

东、中、西部地区的行政村覆盖率分别为 80.7%、82.8%和

71.9%。

分省份看，如图 8 所示，该指标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覆

盖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均超过 90%。其中，江苏、重

庆、湖南均超过 95%。

从县域看，全国已有 1183 个县（市、区）实现行政村

电商服务站点全覆盖，占有效样本县（市、区）的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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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提升 7.6个百分点。行政村覆盖率超过 90%的县（市、

区）有 1404个，占有效样本县（市、区）的 53.1%。发展总

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

盖率为 91.3%，排名前 500的为 89.7%。

分析表明，电商服务“小站点”发挥了大作用，电商服

务站行政村覆盖率较高的县（市、区），其电商经济也较为

发达，特别是支撑了农产品网络零售业的快速发展。

图 8 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六）信息化发展环境逐年优化

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县均近 1300万元

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重视主要体现在财政投入上，

近年来，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

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总额达到 341.4亿元，县均财政投入

1292.3万元，较上年提升 65.3%；乡村人均财政投入 46.0元，

较上年提升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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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财政投入 172.7亿元，占全国财政投入的 50.6%，

县均投入 2263.7 万元，乡村人均投入 67.3 元；中部地区投

入 66.6亿元，占全国的 19.5%，县均投入 784.6万元，乡村

人均投入 26.0元；西部地区投入 102.1亿元，占全国的 29.9%，

县均投入 991.2万元，乡村人均投入 44.5元。

分省份看，如图 9所示，县均财政投入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的有浙江、重庆、江苏、新疆 4 个省份，其中浙江高达

12876.0万元，重庆、江苏、新疆分别为 4516.9万元、4043.1

万元和 3038.1万元。如图 10所示，乡村人均财政投入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的有浙江、新疆、西藏、重庆、江苏、内蒙古

6 个省份，其中浙江高达 469.7 元，新疆、西藏、重庆分别

为 238.1元、170.0元和 99.3元。

从县域看，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排名前 100的县（市、

区）县均投入为 21273.6万元，排名前 500的为 6125.8万元；

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 的县（市、区）县均投入为

7168.4万元，排名前 500的为 2819.3万元。乡村人均财政投

入排名前 100的县（市、区）乡村人均投入 1197.9元，排名

前 500的为 314.2元；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

区）乡村人均财政投入为 218.8元，排名前 500的为 81.7元。

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区）

有 2218个，占比高达 84.0%；乡村人均财政投入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县（市、区）有 2201个，占比高达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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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农业农村信息化县均财政投入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图 10 农业农村信息化乡村人均财政投入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2.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县均超 3000

万元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下，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农业农村

信息化的积极性持续高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作用日益凸显。

2020 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为

809.0亿元，是财政投入的 2.4倍。县均社会资本投入 3062.3

万元、乡村人均 109.0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49.1%和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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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社会资本投入 467.7亿元，占全国

社会资本投入的 57.8%，县均投入 6129.8万元，乡村人均投

入 182.1元；中部地区投入 204.6亿元，占全国的 25.3%，县

均投入 2409.5 万元，乡村人均投入 79.9 元；西部地区投入

136.8 亿元，占全国的 16.9%，县均投入 1327.9 万元，乡村

人均投入 59.6元。

分省份看，如图 11所示，县均社会资本投入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的有 8个省份，浙江、江苏县均社会资本投入均超

过 1亿元，分别为 31649.4万元、10450.6万元；如图 12所

示，乡村人均社会资本投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同样有 8个

省份，浙江、吉林、江苏三省乡村人均社会资本投入均超过

200元，分别为 1154.5元、231.8元和 223.8元。

图 11 农业农村信息化县均社会资本投入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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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农业农村信息化乡村人均社会资本投入排名前 10位的省份

从县域看，农业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排名前 100的

县（市、区）县均投入为53293.4万元，排名前500的为 14982.6

万元；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县均投

入为 20630.0万元，排名前 500的为 9441.1万元。乡村人均

社会资本投入排名前 100 的县（市、区）乡村人均投入为

1937.2元，排名前 500的为 525.9元；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

国前 100的县（市、区）乡村人均社会资本投入为 629.8元，

排名前 500的为 273.5 元。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资本投入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区）有 2286个，占比高达 86.5%；

乡村人均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市、区）有 2216个，

占比高达 83.8%。

通过对各省份财政和社会资本的投入结构分析发现，浙

江、重庆、江苏、内蒙古、湖南等 5个省份的乡村人均财政

投入和乡村人均社会资本投入均排名全国前 10位。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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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西藏、海南 4省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主要依靠财政投

入；吉林、天津、陕西、河北、山东、湖北、云南、广东等

8个省份社会资本投入的贡献比较突出。

3.全国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

78.0%

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是落实各级党委政

府有关农业农村信息化部署要求、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地见

效的基层队伍和组织保障。近年来，随着网信事业的不断深

入和拓展，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持续强化完善。

2020 年全国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设置了承担信息化工作的行

政科（股）或信息中心（信息站）等事业单位的占比为 78.0%，

较上年提高 2.5个百分点。

具体看，有 80.8%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为所在县

级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机构成员单位，较上年提升 2.2个

百分点；有 75.3%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了网络安

全与信息化领导机构，较上年提升 2.7个百分点；有 72.7%

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设置了承担信息化工作的行政科

（股），较上年提升 2.6个百分点；有 45.1%的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设置了信息中心（信息站）等事业单位，较上年

提升 1.6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

覆盖率为 82.6%，中部地区为 82.2%，西部地区为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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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域看，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的县（市、区）信

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 98.0%，排名前 500的为 94.8%，

均与上年持平。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的分析，相关数据表明：到“十三五”

末，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村网络基础设施

明显改善，农业生产信息化稳步推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异军

突起，乡村治理数字化成效凸显，农村电商服务加快普及，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十

四五”期间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快速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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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存在的短板和弱项

虽然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已取得积极进展，但仍然处于

较低水平的起步阶段，相比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先

进行业、相比智慧城市，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面临诸多

困难和挑战，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主要表现为四个相当突

出。

（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相当突出

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上，西部地区县域农业

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仅为 34.1%，与东部地区相差 6.9

个百分点，特别是发展总体水平排在前三位的省份与排在最

后三位的省份平均发展水平差距高达 40.3个百分点。县域农

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排名全国前 100 和前 500 的县

（市、区），东部地区分别占 51.0%、41.2%，中部地区分别

占 35.0%、40.8%，西部地区分别占 14.0%、18.0%。尤其是

排在后 500、后 100的县（市、区）中，西部地区占比高达

53.0%、48.0%。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发展总体水平还很低，按

照目前的指标体系评价，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

展总体水平为 37.9%，与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5相差 33.4

个百分点。

（二）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低的问题相当突出

本次监测评价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仅为

5 本数据来源于 2020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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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而且这一比例主要是靠相对易于推广的信息技术支

撑的，如果与美国 80%的大农场实现了大田生产全程数字化、

平均每个农场拥有约 50 台连接物联网的设备相比差距就更

大。从这几年的变化和效果看，农产品电子商务持续保持高

速增长，促进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乡村治理

数字化水平快速提升，农民群众的安全感日益增强；而农业

生产信息化受自身弱质性、技术供给不足等因素影响，还停

留在一般、单一技术的应用阶段，缺乏高精尖的精准技术，

集成度也不高，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挖掘和释放农业数字经

济潜力的作用尚不明显。即使这些简单易用的信息技术，目

前在很多县（市、区）的应用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农业生

产信息化水平低于 5%的县（市、区）还有 712个，占有效

样本县（市、区）的 26.9%。

（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相当突出

本次监测评价数据显示，全国县域互联网普及率6为

70.3%，与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7相比还有 8个百分点的差

距。家庭宽带入户率不足 50%的县（市、区）有 572个，不

足 20%的有 221 个，占比分别高达 21.7%、8.4%。目前 5G

基站建设仅延伸到大城市郊区、县城和人口比较集中的乡镇，

农村严重滞后于城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面向农业生产的

4G和 5G网络、遥感卫星、北斗导航、物联网、农机智能装

6
本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县域互联网普及率”指网民数占全县常住人口数的比重。

7
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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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大数据中心、重要信息系统等信息基础设施在研发、制

造、推广应用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

（四）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需要财政和

社会资本的高效协同。据测算，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

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仅占国家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
8
的 1.4%。

本次监测评价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有 535个县（市、区）

基本没有用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占有效样本

县（市、区）的 20.2%；有 668个县（市、区）财政投入不

足 10万元，占比 25.3%；财政投入超过 1000万元的县（市、

区）只有 490个，仅占比 18.5%。从社会资本投入看，2020

年全国有 841个县（市、区）基本没有社会资本投入，占有

效样本县（市、区）的 31.8%；有 906个县（市、区）社会

资本投入不足 10万元，占比 34.3%；社会资本投入超过 1000

万元的县（市、区）只有 740个，仅占比 28.0%。此外，仍

有 22%的县（市、区）既没有设置承担信息化工作的行政科

（股），也没有设置信息中心（信息站）等事业单位，机构

队伍亟待建立健全。

四、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展望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三农工作

8 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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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

化。信息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了历史性

交汇，农业农村信息化将在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深入推进的过

程中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驱动引领作用将日益凸显。

智慧农业建设将由点向面逐步展开，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将与农业全产业

链各环节深度融合，农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将明显加快，农业

产业数字化的潜力将快速释放，“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

问题将得到初步解决。经营网络化将继续呈现创新发展的态

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销售总额的比重仍将较快提升，县

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将加快贯通，内容电

商、视频电商、直播电商以及区块链技术支撑的信用电商将

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引领农村数字

经济发展、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放大。

乡村社会数字化治理将得到巩固提升，以数字技术支撑的

“智治”将与自治、法治、德治共同构成基层治理的基本方

式，行政村“三务”公开水平将持续提升，平安乡村建设、

远程医疗、远程教育、农民在线办事等民生保障信息化服务

将加快普及，农民群众分享信息化成果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将显著增强。涉农部门数字化决策服务能力将明显增

强，一大批农业农村领域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将建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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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源整合共享、有序开放、流通交易的体制机制将得到

强化完善，算法模型、人工智能技术将得到逐步应用，用数

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服务的行政管理

机制和方式将基本形成。

我们要准确把握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顺

应信息化发展潮流，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抢占先机、

占领制高点的奋斗姿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统筹发展和

安全，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农业农村信息化快速

健康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

力的信息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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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指标体系

本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在保持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

重点突出对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的监测，并对个别指标进行

了优化完善和权重调整，最终确定了发展环境、基础支撑、

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乡村治理信息化和服务信息化 6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和 20个三级指标。调整内容主

要包括：

（1） 细化“生产信息化”一级指标。分作物品种监测

大田种植业中农机作业信息化、水肥药精准控制、“四情监

测”等信息化应用覆盖面积；监测设施栽培业中环境信息化

监测、环境信息化控制、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等信息化应用

覆盖面积；分畜禽品种监测畜禽养殖业中养殖场环境信息化

监测、养殖场环境信息化控制、自动化饲喂、疫病信息化防

控等信息化应用覆盖面积；分水产品种监测水产养殖业中信

息化增氧、自动化投喂、疫病信息化防控等信息化应用覆盖

面积。

（2） 新增“家庭宽带入户率”三级指标。充分体现《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的要求，支持重视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建设，改善信息

基础设施条件。

（3） 删除原“信息进村入户建设”二级指标。主要是

考虑到“信息进村入户建设”指标与“电商服务站建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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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集。

（4） 优化原“农产品网络销售情况”二级指标。重点

监测农产品网络零售情况，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指通过公共网

络交易平台（包括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和新型社交电商等）

实现的农产品（初级农产品、初加工农产品以及与农业农村

发展密切相关的深加工农产品和食品）的零售额。

（5） 细化“在线办事率”三级指标的填报项。重点监

测社会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婚育登记、劳动就业、社

会救助、农用地审批、涉农补贴等重要民生保障业务是否实

现了全部环节或部分环节的在线办理。

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如附表 1所示。

附表 1 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

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及

权重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发展环境

（15%）

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情况 乡村人均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元/人）

农业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

情况
乡村人均农业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元/人）

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

情况
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综合设置情况

基础支撑

（5%）
互联网普及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

家庭宽带入户率（%）

生产信息化

（30%）

大田种植信息化 大田种植信息化水平（%）

设施栽培信息化 设施栽培信息化水平（%）

畜禽养殖信息化 畜禽养殖信息化水平（%）

水产养殖信息化 水产养殖信息化水平（%）

经营信息化

（25%）

农产品网络零售情况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比（%）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

大田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

设施栽培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

畜禽养殖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

水产养殖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



— 28 —

乡村治理

信息化

（15%）

农村“互联网＋监督”情况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党务公开水平（%）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村务公开水平（%）

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财务公开水平（%）

农村“雪亮工程”覆盖情况 “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

农村“互联网＋政务服务”情况 在线办事率（%）

服务信息化

（10%）
电商服务站建设情况 电商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

附录 2 评价方法

首先基于县域填报值计算得出三级指标值，其次沿用

Min-max归一化方法对部分数值范围不在 0~1之间的三级指

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按照权重逐级计算二级指标值、

一级指标值及发展总体水平。Min-max归一化方法如下所示：

�� =
�� − ��,���

��,��� − ��,���
� = 1,2, ……, �

其中��为某地区第�个指标值，��为该地区第�个指标归一

化后的指标值，��,���为该地区第�个指标在其所在层级（县级

/市级/省级）中的最大值，��,���为该地区第�个指标在其所

在层级（县级/市级/省级）中的最小值。即通过在同层级进

行归一化处理，使各省（区、市）之间、市（地、州）之间、

县（市、区）之间发展总体水平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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