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农办〔2018〕372 号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局：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在全国开展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部署，

根据《农业部关于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意见》（农

市发〔2016〕7 号）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整省推进示范工作的通知》（农办市〔2018〕19

号）要求，落实我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整省推进示范，实现 2018

年建成运营益农信息社 7893 个以上，益农信息社在行政村覆盖

率达 40%以上，2020 年行政村全覆盖的目标，决定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益农信息社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益农信息社建设总体要求

（一）工作任务

各地级以上市按照辖区内行政村数量，按照三年实现全覆盖

的要求统筹推荐认定益农信息社，2018 年申报认定不少于 40%。



标准社和运营社按照不大于4：6的比例遴选。同时，益农信息社

要优先覆盖贫困地区，充分发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作用。

（二）基本类型

按照实现“四类服务”即：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

训体验服务要求，从以下类型中认定益农信息社标准社和运营社：

1.标准社，主要提供公益、便民类服务：在条件成熟的行政

村（村委会）、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点、农技推广机构等

建设主要承载政府公益服务的益农信息社。在条件成熟的便民超

市、农资店、兽药饲料门市、通信代办服务点等各类商业网点等

建设便民服务的益农信息社。

2.运营社，主要提供电商、培训类服务：在条件成熟的家庭

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或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在“三品一标”等品牌企业、

菜篮子基地、电商体验馆等政府扶持或认定的各类涉农主体中认

定益农信息社。

（三）主要标准

按照择优布点、服务先行、运营先试，省、市、县共推共建

的思路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和益农信息社申报工作。

按照农业农村部“六有”（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

带、有网页、有持续运营能力）的要求，遴选和推荐益农信息社。

1.有场所：要有专门用于信息服务的场地，建筑设施安全完

备，供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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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人员：每个益农信息社至少配备 1 名信息员。

3.有设备：至少配备 1 台计算机、1 部电话，有条件的益农

信息社可配置视频设备、打印机、触摸显示屏等相关设备。

4.有宽带：配备宽带网络，网络带宽不低于 4M，能提供免

费 WIFI 环境，可供无线终端设备上网浏览信息、即时通讯、下

载更新软件等。

5.有网页：要在广东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登记注册。建立

终端网页，定期维护、更新报送信息，利用平台提供服务。

6.有持续运营能力：人员相对稳定、服务满足需求、经营可

持续，愿意接受省级运营商和县级运营中心统筹运营。

遴选推荐期间，要把信息员选配作为重中之重优先考虑。

（四）信息员遴选

1.选用条件：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和有文化、懂信息、

能服务、会经营。

2.重点对象：对应益农信息社类型，重点在村组干部、大学

生村官、返乡创业青年、农村经纪人、农业经营服务主体技术员、

合作社带头人、农村商超店主中选聘。

3.技术要求：选择有一定文化，熟练使用计算机等办公设备

和互联网，沟通能力强、服务态度好、有责任心的人员担任。

二、益农信息社申报认定流程

根据《农业农村部信息进村入户村级信息服务站建设规范》

要求，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村级站选建工作，地市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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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整县推进村级站建设，县级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具体的遴选、认定、管理和考评工作。采取自主申

报、村和乡镇（街道）两级推荐、县级农业主管部门与运营企业

共同审定的工作流程。审定合格后，由地市级综合验收汇总、报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备案。

申报认定工作在广东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实施，网址

为：www.gd12316.org。具体内容如下：

（一）自主申报

申请人可通过微信、安卓 APP、电脑等方式，注册开通广东

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账号（详见附件 1），网上填报《2018 年

广东省益农信息社申报表》（详见附件 2），并提交至上一级。

（二）县级认定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县级运营中心（没有成立县级运

营中心的，由省级运营企业代行相关工作），通过电脑端登录广

东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详见附件 1），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

认定（登录账号详见附件 3）。其中东莞、中山市由市级农业主

管部门会同运营企业进行审核认定。

本次申报平台暂不分配村和乡（镇）管理账号，村和乡（镇）

两级推荐方式由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自行确定。

（三）市级综合验收汇总

由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对县级认定的益农信息社进行综合验

收，经系统导出《2018 年广东省益农信息社市级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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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4），盖章上报省农业厅。

（四）省级备案

省农业厅对益农信息社申报结果备案，省级运营商统筹开展

运营工作。

三、“惠农信息社”复审及更名

为落实全国益农信息社统一名称的要求，对 2015 年全省认

定的“惠农信息社”进行复审，并更名为“益农信息社”。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通知辖区内 2015 年认定的“惠农信息社”

进行复审，复审流程、登录方式、审核程序与新申报益农信息社

一致。2015 年认定的惠农信息社名单见粤农函〔2015〕1348 号。

系统会将复审名单自动录入市级农业主管部门导出的《2018

年广东省益农信息社市级推荐汇总表》。

四、益农信息社申报时间安排

网上申报报时间截止为 8 月 20 日。地级以上市农业局于 8

月 30 日前将汇总表（见附件 4）加盖公章后，一式一份邮寄省

农业厅（收件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 135 号 1 号楼 222 房，

电话：020-37288208、37288673）。

附件：1.广东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登录方式

2.2018 年广东省益农信息社申报表

3.市县级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员账号及密码

4.2018 年广东省益农信息社市级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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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广东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各市益农信息社

申报任务表

广东省农业厅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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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线上登录

（一）微信扫一扫登录。通过智能手机的微信扫一扫功能，

扫描以下二维码，直接进入益农信息社注册申报页面。2015 年

认定的信息社直接通过原有账号或重新注册登录。

扫一扫二维码 益农信息社注册申报页面

（二）安卓手机 APP 登录。用安卓系统智能手机的浏览器扫

描以下二维码，下载安装益农信息社 APP，打开 APP 直接进入益

农信息社注册申报页面。2015 年认定的信息社直接通过原有账

号或重新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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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下载 APP 益农信息社注册申报页面

（三）电脑登录。通过电脑登录广东益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www.gd12316.org），点击平台右上角的“信息社申报注册”

键，如下图：

进入申报页面后，点击“新注册账号申报”，开始线上注册

申报益农信息社。2015 年认定的信息社直接通过原有账号或重

新注册登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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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级、市级农业主管部门管理登录

通 过 电 脑 端 登 录 广 东 益 农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www.gd12316.org），点击平台右上角的“市县管理员登录”

键后，输入账号密码，进入管理界面。

在管理界面上方点击“信息社审核管理”键，对益农信息社

的申报资料进行核准审核。具体操作功能点击“系统使用指南”

了解。

— 9 —



附件 2：

注：*号为必填项

信息员

注册

信息

*手机号码

（作为登录账号）
*密码

*信息员姓名 *学历（单选） □小学 □中学 □大学及以上

*年龄（单选） □35 周岁以下（含 35） □35-45 周岁 □45周岁以上

基

本

资

料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单位

类别（单选）

□村委会 □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点 □农技推广机构

□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 □农村商业网点 □家庭农场及专业大户

□农民合作社 □涉农企业 □农资店及兽药饲料门市 □便民超市

□其他

*地址
________市__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__（具体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所在村）

*场所面积（㎡）
*服务场所

图片
（上传图片）

*营业执照（或登记证

书、组织机构代码）
（上传图片）

*业务范围

（多选）

□政务办理 □信息服务 □农技服务 □农资销售 □农机服务

□涉农培训 □农业生产 □农村电商（农产品销售）

□农村电商（工业品销售）□乡村旅游 □物流配送 □日用销售

□充值缴费 □其他

概况描述

基

础

设

施

*信息员数量（人）
配有智能手机

数量（台）

*配有计算机数量（台）
*配备

打印机
□是 □否

*能否网络视频

通话
□能 □否

*电子显示屏 □有，放置室内 □有，放置室内 □没有

*网速（M） *Wifi 服务 □有 □无

服

务

能

力

*2017 年服务村民

（人次）

*服务覆盖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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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注：初始登录密码为 123456，平台网址为 www.gd12316.org）

市县 登录账号

广州市 sc440100

荔湾区 sc440103

越秀区 sc440104

海珠区 sc440105

天河区 sc440106

白云区 sc440111

黄埔区 sc440112

番禺区 sc440113

花都区 sc440114

南沙区 sc440115

增城区 sc440183

从化区 sc440184

珠海市 sc440400

香洲区 sc440402

斗门区 sc440403

金湾区 sc440404

高栏港区 sc440405

汕头市 sc440500

龙湖区 sc440507

金平区 sc440511

濠江区 sc440512

潮阳区 sc440513

潮南区 sc4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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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登录账号

澄海区 sc440515

南澳县 sc440523

佛山市 sc440600

禅城区 sc440604

南海区 sc440605

顺德区 sc440606

三水区 sc440607

高明区 sc440608

韶关市 sc440200

武江区 sc440203

浈江区 sc440204

曲江区 sc440205

乐昌市 sc440281

南雄市 sc440282

始兴县 sc440222

翁源县 sc440229

仁化县 sc440224

乳源瑶族自治县 sc440232

新丰县 sc440233

河源市 sc441600

源城区 sc441602

紫金县 sc441621

龙川县 sc441622

连平县 sc441623

和平县 sc441624

东源县 sc441625

江东新区 sc441626

梅州市 sc441400

梅江区 sc441402

梅县区 sc441421

兴宁市 sc441481

大埔县 sc44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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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登录账号

丰顺县 sc441423

五华县 sc441424

平远县 sc441426

蕉岭县 sc441427

惠州市 sc441300

惠城区 sc441302

惠阳区 sc441303

博罗县 sc441322

惠东县 sc441323

龙门县 sc441324

仲恺区 sc441325

大亚湾区 sc441326

汕尾市 sc441500

城区 sc441502

陆丰市 sc441581

海丰县 sc441521

陆河县 sc441523

华侨管理区 sc441524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sc441525

东莞市 sc441900

中山市 sc442000

江门市 sc440700

蓬江区 sc440703

江海区 sc440704

新会区 sc440705

台山市 sc440781

开平市 sc440783

鹤山市 sc440784

恩平市 sc440785

阳江市 sc441700

江城区 sc441702

阳东区 sc44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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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登录账号

阳春市 sc441781

阳西县 sc441721

海陵区 sc441724

高新区 sc441725

湛江市 sc440800

赤坎区 sc440802

霞山区 sc440803

坡头区 sc440804

麻章区 sc440811

廉江市 sc440881

雷州市 sc440882

吴川市 sc440883

遂溪县 sc440823

徐闻县 sc440825

茂名市 sc440900

茂南区 sc440902

电白区 sc440923

高州市 sc440981

化州市 sc440982

信宜市 sc440983

滨海新区 sc440924

高新区 sc440925

肇庆市 sc441200

端州区 sc441202

鼎湖区 sc441203

高要区 sc441283

四会市 sc441284

广宁县 sc441223

怀集县 sc441224

封开县 sc441225

德庆县 sc441226

清远市 sc4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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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 登录账号

清城区 sc441802

清新区 sc441827

英德市 sc441881

连州市 sc441882

佛冈县 sc441821

阳山县 sc441823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sc441825

连南瑶族自治县 sc441826

潮州市 sc445100

湘桥区 sc445102

潮安区 sc445121

饶平县 sc445122

枫溪区 sc445124

凤泉湖开发区 sc445125

揭阳市 sc445200

榕城区 sc445202

揭东区 sc445221

普宁市 sc445281

揭西县 sc445222

惠来县 sc445224

普侨区 sc445225

大南山侨区 sc445226

产业转移园 sc445227

空港经济区 sc445228

大南海工业区 sc445229

云浮市 sc445300

云城区 sc445302

云安区 sc445323

罗定市 sc445381

新兴县 sc445321

郁南县 sc44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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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管部门： （盖章)

填 表 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信息社名称 地址 信息员姓名 手机
县级

评分

备注：此表由系统一键导出打印。请于 9 月 2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汇总表一式一份，

报送省农业厅市场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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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地级以上市 任务数量（个） 地级以上市 任务数量（个）

广州市 458 中山市 62

珠海市 49 江门市 420

汕头市 223 阳江市 283

佛山市 131 湛江市 660

韶关市 482 茂名市 654

河源市 500 肇庆市 515

梅州市 817 清远市 592

惠州市 422 潮州市 367

汕尾市 292 揭阳市 615

东莞市 144 云浮市 359

注：2018 年申报数不少于表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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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排版：阎 倩 校对：文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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