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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笑
实习生 宋玉洁

蒜薹滞销，蒜价也
难逃“跳水”命运

最近两天，蒜薹价格直线
下降，在菏泽、聊城等蒜薹种植
区，雇人拔一斤蒜薹要1块钱，
而1斤蒜薹才卖8毛钱，不少种
植户喊出“提蒜薹免费送”的口
号，还有部分蒜农只能直接将
蒜薹扔在河里或者路边。

与此同时，大蒜价格在去
年11月份后不断飙升。截至4月
28日中国农业网发布的消息，
国内一些批发市场的大蒜的价
格甚至攀升至每公斤27元，在
滕州批发市场，大蒜的批发价
格在每公斤20元。

“蒜你狠”引爆了种蒜热
情。有报道显示，目前金乡周边
的菏泽、临沂、聊城等地区新蒜
区预计增幅较大，而徐州及周
边地区的大蒜种植面积增加近
几十万亩。除此之外，河南、云
南等地大蒜种植面积增幅甚至
达20%—30%。

卓创资讯2015年对金乡大
蒜的研究报告显示，干大蒜收
购价格的安全边际线在每亩
2600元，数值越低，安全系数相
对高；如果干蒜收购价格在每
亩3100元以上，就会出现风险，
且收购价格越高风险越大，目
前，干蒜的收购价格已超过每
亩1万元，再加上大蒜价格经历
了2015年、2016年两个蒜季的
连续上涨，风险不容小觑。

对于2017年蒜价走势，业
内人士普遍判断，由于大蒜种
植面积增幅显著，今年大蒜价
格将出现大幅回落。

大蒜和蒜薹两条价格曲线
冰火两重天，类似事件并不鲜
见 ，都 暴 露 出 了 同 一 个 问
题——— 农业信息不对称，导致
供需严重失衡。

全国性大数据才

能号准生产的“脉”

那么，现在最火的“互联网
＋”能否用到农业上，利用农业
大数据，准确预测和判断未来
生产情况，而不是跟着经验和
感觉走？农业大数据分析和挖
掘能否破解农产品价格大起大
落的周期性波动难题？

去年7月,山东省物价局发

布了鲁花食用油价格指数。相关
数据是由国内最大的花生油加
工企业——— 鲁花集团提供的。

鲁花在全国215个商贸分
公司中选择了63个数据采集
点。每天,这63个采集点都会上
报当天各个油品分类的销量、
价格,还会到超市等终端了解
实际售价上报。

在鲁花指数之前，山东省
物价部门还制订了寿光蔬菜、
临沂商城、金锣生猪、烟台苹
果、青岛橡胶等价格指数。不
过，这些价格指数能否准确反
映行情变化，对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生产销售做出精准指导？
拿鲁花食用油价格指数来讲，
它能否达到指导农民及时根据
市场变化调整花生种植面积的
作用呢？

业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以鲁花指数为例，豆油、菜
籽油、棕榈油、花生油是我国四
大食用油品种，其中花生油只
占食用油消费总量的8 . 4%，且
鲁花也只研究、参考了自己企
业所涉及的花生油数据。

事实是，一个价格指数如
果仅仅面向山东或者某个地区
就没多大意义,只有面向和能
够引领国内乃至国际食用油市
场,它才有价值。依托龙头企业
打造的行业指数，其影响力大
小，取决于这个企业对上游原
料的掌控能力、生产能力、产品
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等。

大数据精准分析早已开始
指导生产、创造价值了。近日，
互联网家装公司爱空间899元/
平方米的新品首发，在天猫经
过一周预热后正式开售，不到
一天销售额就破亿。

杀手锏正是大数据。天猫
提前一个月通过高德地图的大
数据，在有爱空间分公司的10
个城市圈定有装修需求的精准
人群。目标人群的行为轨迹包
括买新房、去房产交易大厅以
及所有能和装修发生交互行为
的地方，通过关联性分析将其
锁定为目标人群。然后，天猫通
过所有的流量入口，把爱空间
的新品推荐给这些目标人群。

各环节都有数据，

打通信息孤岛是门槛

那么，大数据分析为什么
在农业领域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呢？

齐鲁晚报记者观察到，目

前，国内农业还处在一家一户的
小规模生产，这使分散经营的农
户无法及时准确、充分掌握市场
供求信息；同时，这些分散的农
户信息也无法及时收集上来，所
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农产品市场
信息发布平台至关重要。

那么，精准农业涉及到的
行业大数据有多少呢？中国工
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汪懋华表示，农业大数据类别
复杂，从领域来讲，核心领域涵
盖种植、上下游产业（饲料、化
肥、农机、仓储、屠宰、肉类加工
等），还需整合宏观经济数据，包
括进出口数据、价格数据、气象
和灾害数据等；从地域看，以国
内数据为核心，包括全国层面数
据、省市数据、地市级数据，同时
还要借鉴国际农业数据；从广度
看，还有投资信息、地理空间坐
标信息等。所有这些信息涉及多
个部门，光搜集整理，打通信息
孤岛都是一大门槛。

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不
同于制造业、服务业领域，农业
生产方式粗放、分散。国内以公
司为主体、市场化收集农业数
据才刚刚起步，基础设施建设
更是落后，光纤宽带网络、移动
宽带网络、行业专用通信网络、
云计算数据中心、内容分发网
络、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都
急需建设。

九次方大数据总裁创始人
王叁寿做了一个精妙比喻，他
将目前大数据行业发展现状看
做是城市建设自来水管道系统
时期。至于自来水，那就是基础
建设后的事了。

蒜薹免费送，蒜价暴涨

大大数数据据＋＋农农业业咋咋治治不不了了““蒜蒜你你狠狠””
鉴于去年“蒜经济”的火爆，今年被寄予厚望的蒜薹行情，却着实给了蒜农一个下马威。在大数据

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为何还会出现这种生产滞后的现象？

王赟

春渐浓，榆钱槐花一夜枝
头。

“槐花榆钱以前都没人吃，
现在能在网上卖出10多元一
斤。”这是菏泽郓城村小二程慧
慧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
说的实在话。

像程慧慧这样活跃在农村
淘宝一线的“村小二”，现在已
经接近6万名。2017年，阿里巴
巴“千县万村计划”迈入第三
年，截至目前，农村淘宝覆盖全
国29个省、近700个县域（含建
设中）3万多个村点。

“村小二”是什么样？他们
的故事带着一些现实的残酷和
喜乐。

臧金龙，1982年生人，诸城
市皇华镇范家柏戈庄社区“村
小二”，去年4月底，他的村级服
务站开业。

1993年，臧金龙的父亲干石
子加工厂，2006年臧金龙接过来，

“一年赚个一百万吧。”臧金龙
说，自己就一个标签——— 有钱。

2015年接触阿里村淘后，臧
金龙决定加入这个队伍。”他说
话很实在，“就想了解下外面的
世界，和另一种人群打交道，石
子厂承包给别人做，接触了村
淘，从培训就开始改变了我。”

“以前人一多基本不知道说
什么，现在培训、开会，慢慢地自

己也会讲讲了，越来越会说了，
坏脾气也改掉了。”臧金龙说。

但终究是做生意出身，臧
金龙决定加入村淘时就做好了
两年不盈利准备，而且一开始
就雇了一对大学生小两口儿帮
着打理。

“晚上比白天忙。我这门口
有三个广场舞队，他们都到我
这里玩，买这买那，有的家里装
修，我就帮他们从网上订购各
种产品。”臧金龙说，他每个月
都在社区搞一场舞台演出，让
人了解村淘，去年6月份和9月

份各搞了两场，效果很不错，全
市的广场舞大赛决赛也是在他
这里搞的。

“社区还发展我入党。”臧
金龙说到这里，兴奋又有点儿
害羞，“以前心里想的都只有
钱，也没想过这些事，现在跟人
相处也不一样了。我现在学习
做PPT，不少村小二都是85后、
90后，真是觉得自己有点儿老
了，我不光得帮大家买东西回
家，现在也在积极想办法把当
地的农产品代销出去。

臧金龙讲到4月初在诸城
村淘春耕节举办的“信得品牌
日”活动，“信得集团通过微博、
全民TV、一直播、映客等多个
直播平台，将文化娱乐融入农
村电商新零售，向农村淘宝3万
名‘村小二’和10万名养殖户叫
卖其产品，500多吨饲料被抢购
一空。”

早在2015年12月，诸城市
被山东省认定为首批电子商务
示范县。目前，诸城农村淘宝社
区（村）级服务站达到44家。

1988年出生的高玉印是平
邑县村小二班委会负责人。高玉
印这两天在忙个体转企业的事，

“原来我们是个体经营，家乡很
多农产品上行都有一定限制，没
办法做大，转成企业后可以公司
化运营农产品上行。”

高玉印原本在县城一家建
筑公司做监理，一个月9000多

元，行业不景气时也七八千。
两年前，平邑县四五百人

报名村淘合伙人，最后经过筛
选只剩下十五个人，其中就有
高玉印。“我属于自荐，在外打
工的时候就有淘宝账号，我就
帮乡里乡亲买东西。”高玉印
说。

2015年5月高玉印的村淘
店开业，也就在这时村淘升级
到2 . 0模式，合作伙伴从非专业
化小卖部，转变成为专业化“农
村淘宝合伙人”。

当时高玉印作出这个决
定，放弃了原有工作。他的父母
就说了一句，“只要你自己想好
了。”从找地方到装修，最后花
了两万多。“我这个村淘店开业
两年了，几乎每天都是晚上十
一二点关门。现在老婆孩子都
在店里住，老婆现在是我工作
上的帮手，也不耽误带孩子。”
高玉印说。

谈及现在的收入，高玉印
坦陈，最初想方设法让老百姓
接受村淘的那个艰难时段过去
了，越来越好，“好的时候一个
月一万多。”

当班委会负责人要协调百
十口子人，高玉印每天晚上都
要点评，第二天早上还要发励
志分享，“对于我个人来讲，最
大的好处是成长，我逐渐学会
管理，前提是做好自己，管理别
人，我的店的业绩一定是保持

领先的，我也要有更多新思路，
才能带领大家一起往前走。”

高玉印分析，现在农村代
购模式太成熟了，已经属于基
础工作。未来，农村淘宝将不仅
只满足于买卖产品，还将通盘
统筹金融、物流、养老、教育、健
康、旅行等一系列社会民生问
题，构建农村整个生态体系。

高玉印有“野心”，他说，进
入阿里村淘这个平台，每个人
心态肯定也不一样，有的是打
工心态，有的是创业心态。我就
是后者，借助这个平台为家乡
人，为农产品上行做更多事。我
们临沂这边出产很多手工艺
品，我们可以出半成品或者做
将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的工作，
让闲散劳动力动起来，规模只
会越做越大，随之而来的就是
越来越多的生意。

高玉印热爱公益，每天看
很多新闻资讯，如果发现了当
地一些公益讯息，他会第一时
间在圈子里传播，并发动组织
捐助行动。

这也是马云屡次提出的，
村小二将从单一的创业者进化
为乡村服务者，农村淘宝服务
站点升级为当地的生态服务中
心、创业孵化中心、文化公益中
心，其最终所承担的责任已经
不是简单的商业，还有服务和
公益。

当当村村小小二二的的最最大大好好处处是是成成长长C 财富 上边边

蒜薹滞销愁坏了蒜农。（资料片）

高玉印帮村民代购的空调
到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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