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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背景：“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

2015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15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6国务院《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016农业部《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

2016农业部《“十三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2017党的十九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201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8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数字乡村战略

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2020年农业农村部、中央网信办印发《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年）》

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指导



目前，布瑞克农业互联网拥有中国农业大数据、农产品集购网、农牧人商城三大互联网平

台，业务涵盖农业产业互联网、农业大数据、县域精准扶贫、县域产业振兴、农村金融等产业

群组，总数据量超过10亿条，为全国400多个县域和10万多家食品企业提供基于“大数据+”

和农业产业互联网的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全方位满足政府和涉农主体的信息化需求。2018年，

2019年，布瑞克连续两年入选苏州市独角兽培育库企业。2019年发起设立布瑞克农业大数据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据悉是由国家工商总局批复的全国性农业大数据领域专业公司。2019年获得全

国农业农村创业大赛第二名，江苏省第一名。2020年晋级苏州市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布瑞克从农业咨询业务起步，以独到的大宗农产品价格预测模型闻名业内，承担过农业农

村部、财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大量权威机构的研究项目和多个世界

500强的农业咨询项目。

布瑞克(苏州)农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苏州市高铁新城，成立于2014年，致力于以“互

联网+农业+金融”模式，创新服务于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打造基于农业大数据和产业互联网

的智慧农业生态圈。

布瑞克(苏州)农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简介



蒜你狠、姜你军、农产品滞销……

• 助力产业规划
• 助力招商引资
• 助力企业壮大

• 助力战略规划
• 助力产销决策
• 助力风险管理

• 助力解决：
• 跟风就跌割肉就涨
• 旧品种低价新品种不会
• 王婆卖瓜不会自夸

政府

企业

农户

项目切入点：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 数字经济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我们缺什么？

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什么？

不是资金或者技术

而是数据!

技术？

资金？

人才？

政策？

价格
波动
周期



布瑞克是一家以农业大数据为核心的农业产业互联网公司
一个核心：县域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

两大业务抓手：农产品集购网（B2B电商平台）+农牧人商城（B2C电商平台）

一个解决农业从产前规划到产后营销的农业大数据平台，以及产业互联网平台

流通大数据 农产品集购网

大宗农产品分销，数据变现，提升行业效率
B2B大宗农产品分销平台

消费大数据
农牧人商城

提升农产品溢价、助农增收、精准扶贫

B2C品牌农业电商平台

打通产端+流通+销端数据渠道以销定产

县域智慧农业大数据&数字乡村



布瑞克

县域大数据平台搭建+数据维护费
以政务作为接入口，链接农民农管，同时获客；
通过农人生产信息实现与产业的联动；
低成本 易于快速复制 实用性强；

总量多 覆盖广

技术基础

数
据
单
元

总数据量10亿+
日更新指标10万+
农业资讯信息1亿+
农产品500+种
细分农业数据400+

国家和地区200+
国内2000+县域
国内外生产、气象、
土 肥、农技
涉农主体100万+

通过智慧农场解决生产端数据采集管理难点，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数据纳入大数据平台

县域农业大数据平台应用与服务

智能终端 门户网站 手机应用 研究报告 决策支持系统

政府部门 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

数
据
工
具

数
据
体
系

产端：县域农业大数据平台

流通端：涉农企业镜像+产业互联网交易信息

终端：网络爬虫+农批市场+行业研究

解决数据集中管理难题 深度激活数据应用场景 勾勒清晰的涉农主体画像打破数据孤岛化问题

400+个县域已达成意向合作

项目核心：县级农业农村大数据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智能终端

门户网站

手机应用

小程序应用

可视化系统

项目创新：县域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一云五端”联通未来

数据内容
智能分发

汇入大脑
联动分析

智能终端研究报告小程序应用系统手机应用

决策支持系统门户网站

一 云 五 端

立体
互联网
服务

服务
场景
数据

政府部门 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

云端数据大脑



新基建之县域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解决方案（5G+）应用场景驱动

布瑞克

1、政务应用：政府购买，平台搭建+数据治理及运维费（已实施）
一次性的基础软件平台搭建、数据治理费用，项目建成后每年的数据运维费用
（莱西、相城等政府）；解决政府数据治理难点，与应用难点。既获取数据，也
能形成收入。

2、增值应用场景：信息服务费、服务分成
随着县域数据的采集和积累，在产销对接、金融授信等服务中可以获取下游合作
企业的数据接口服务费；在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改造过程中，可以获取相关合作伙
伴的分成收入；产销对接等可获取政府的关于农产品上行服务的补贴及奖励收入。

盈利模式

产
业
应
用

3、农业大数据金融：为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数据接口服务（网商银
行、华夏银行）

县域农业大数据平台

县域智能终端 县域门户网站 农业手机应用 农业研究报告 决策支持系统

数据查询
数据运算

可视化分析

产业调研服务
专题报告服务
常规报告服务

农业一张图
业务云图
价格预警

政
务
应
用

政务服务工具
农技农商服务
沟通反馈工具

对外展示窗口
开放服务平台
涉农信息平台

1、产销对接：采购县域基地直供产品信息，为下游平台提供信息
接口服务（盒马鲜生、社区001、同城生活等）

2、县域种植及养殖的智能改造、BI服务整合的合作伙伴分成

县域农业大数据管理后台，进行涉农数
据的标准化治理与运维

县域农业GIS系统，各类涉农资源、经营
主体系统整合与数据治理

农产品产销对接端口，将县
域基地数据实时以接口方式

推送至第三方平台

APP产业调查端口，协助政府
实现各类涉农主体的移动化数

据采集和管理

依托对大量一线农业市场数据
接入和整合，为用户提供基于
数据接口的农产品价格、供需
详单及市场预警等信息服务，
增强用户粘性与裂变获客



经验 基因

专业
产业
结合

权威可信

数据的积累覆盖200+国
家;2000+县域，至今从未间断，
时间即价值。

总数据量10亿+,日更新指标10万+,
农业资讯信息1亿+,农产品500+种,
国内外生产、气象、土 肥、农技、
涉农主体数据100万+

主要团队成员，均来自于北京
大学，物理、数学、计算机等
专业。

服务全球顶尖的农业企业

及主要决策部门;

对数据质量的要求从未松懈。

深耕农业研究

智库背景+数据积累

成员多为北京大学理科精英

公认农业咨询领域的“麦肯锡”

数据分析

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数据分析

农业数据领域的

BLOOMBERG（彭博）

数据指标体系同国际接轨
客户群体涉及：
政用：农业部、发改委、商务部等
商用：世界500强涉农企业；
民用：国内科研院所

产业结合
应用场景驱动业务

协同集团多板块业务

流通数据创造价值服务产业

内容广起步早 标准高

团队强



技术实力和研发成果、资质荣誉展示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全国农业农村创业大赛总决赛第二名

江苏省农业农村创业创新大赛第一名

农业部农业农村大数据优秀项目

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盟

常务副理事长单位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潜在独角兽企业

苏州市独角兽培育计划入库企业

苏州市大数据入库企业

江苏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园区）

苏州市十大“四新”经济示范企业

苏州市十佳农业创新企业

苏州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苏州市培育库平台企业（规模型）

苏州市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苏州市蔬菜流通协会农业大数据

专业委员会成员

苏州阳澄湖科技领军人才

莱西、商水双获2018年度全国县域数字农

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创新项目

等三十余项荣誉、奖励



部委

政府

央企

银行

院校

部分

企业



布瑞克

业务抓手一:农产品集购网-大宗农产品B2B电商平台

贸易差价：利用市场占有率较大的大宗农产品（如白糖）获取规模效应利润

服务费：品质检测、质保、报价、第三方物流等优质的、提升用户黏性的服务

供应链风控：自有风控体系+第三方资金，缓解终端客户资金压力

盈利模式

建立下游企业消费大数据，真正实现订单农业生产新模式 :电商平台销售产生大量下游交易数

据，形成县域农业生产需求的大数据，将订单需求反馈到产地

布瑞克

市场拓展

电销团队，深挖客户

服务培训

战略规划，制定标准

资金支持

供金风控，资金周转

城市合伙人

仓储配送

服务客户，优化体验

地推团队

精准营销，共同拓展

利益分配

风险担保，利益分享

总目标：建立8个区域交易中心 覆盖200地级市智能配送
已完成：5个区域、27+省份，120个多个地级市智能配送

2000+
县域农业产业基地

50万加工企业

100万养殖主体

先找市场 再抓生产 产销结合 以销定产

区域交易中心/中央仓

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解决方案 2B企业消费大数据服务百万级B端用户



基于城市合伙人模式的B2B电商平台

平台特点：通过农产品集购网APP实现大宗农产品的线上

采购，通过城市合伙人完成物流及售后，通过ERP系统实现

标准化、信息化的“三流”管理，利用积累的企业消费大数

据工具优化供应链效率，提升平台竞争力，做强做大B2B电

商平台

盈利模式：对每笔交易收取综合服务费用，包括供求信息

匹配+物流/单据流转+供应链信用管理+采购规模折扣。

• 市场拓展

• 货源控制（白砂糖等）

• 大数据供求匹配+企业信用画像

• 标准化、信息化“三流”管理

• 货源品控（白砂糖等）

• 本地化仓储物流服务

• 本地售后纠纷处理

布瑞克

市场资源控制者

行业标准化制定者

城市合伙人

线下服务提供者

>99%

农产品集购网APP，提供大宗农产品的
采购信息、资源单、实施报价及成交信

息，实现线上采购

APP-ERP业务统计，可以对销售业
务的业绩及利润、合伙人的采购及库

存管理进行统计报表查询

APP-ERP审批流程界面，可
以实现产品交易全过程的电

子化审批管理

PC-ERP供应商资料登记， 同时可以实现采购、
入库、销售、发货、出库、收货等全过程的信

息流和物流登记管理，业务全程可追溯

PC-ERP审批流程配置，可以
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定制，
同时根据实际不断优化迭代

产
业
互
联
网
驱
动
交
易

大
数
据
驱
动
过
程
管
理
、
效
率
提
升



区域交易中心/中央仓

建立8个区域交易中心

20余个省份，覆盖200个地级市智能配送仓





县域特色农
产品资源库

布瑞克农牧人
电商平台

农牧人B2C商城——产地电商+品牌打造+消费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品牌营建+县域特色农品精选=爆款+产业扶贫

业务抓手二：消费大数据驱动下的县域品牌农业电商平台

布瑞克围绕当地的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农产品，

依托消费大数据对互联网消费者的选择偏好进行抓取分析，

以此为基础为落地区县分别选取一个主品类+三个副品类作为重点产品，

提供包括产品包装、品牌打造及营销推广等

一整套品牌营销解决方案帮助县域农特产快速上行

通过平台端的交易数据获取消费者的需求，反馈至上游中小农户、合作社、
涉农企业，让他们的生产更加有目的性和指向性，帮助他们把农产品品牌化
，在市场上享受更好的溢价

品牌产品服务案例

扶贫大礼包

通过对贵州石阡数千户贫困户走访
考察当地特色农产品，实施扶贫计划

实现减贫数千多户，以电商连接乡村为主

实现三万份农特产品大礼包
近1000万销售额

未来三年帮助石阡60%脱贫致富，

让当地特色农产品走出石
阡实现产业扶贫，增加农民收入

扶贫对接援建农业大数据平台：
相城区-石阡、证监会-兰考

大数据+品牌农业电商扶贫案例



农业大数据+品牌农业电商，打造贵州扶贫新模式

2018年起，布瑞克积极响应苏州对
口援建贵州铜仁的号召，在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通过“农业大数据+品牌电
商”的模式，打造铜仁市石阡县农业
大数据样板。模式在贵州省石阡县成
功得以验证。“品色石阡”，用大数据
+品牌助力石阡特色农产品上行，在
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完成了近千万的
销售额，带动了当地部分农户收入上
涨20%以上，模式及平台先后受到苏
州市委书记、铜仁市委书记及贵州省
扶贫办主任的高度评价。

布瑞克新农商学院，石阡电商人才培训石阡县农业大数据平台建成落地

农业大数据+品牌农业电商，打造贵州铜仁市石阡县农业大数据+品牌农业扶贫新模式

贵州省领导一行参观产品电商直播

品色石阡品牌线下品鉴活动

农牧人货栈线下店贵州产品区

2020年8月19日，贵州省委书记、省长率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在江苏省委副书记，苏州市委书记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布瑞克农业互联网，孙志刚书记对布瑞
克“农业大数据+产业互联网”扶贫模式给予高度肯定，鼓励布瑞克继续深耕贵州特色农业，以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加快贵州省农产品上行业务的发展，通过数
据和公共品牌扶持当地农业电商和农产品企业创新创业，并邀请布瑞克至贵州省考察对接，参与推动贵州12个农业特色产业经济的发展，帮助更多贵州特
色农产品上行。



业务抓手三：县域农业大数据金融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

中国农业农村金融市场，

数据并不是多和少的矛盾，

而是有和无的矛盾

没有数据，是无法做征信和金融

在农业金融领域中，

大数据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大数据的应用，将农业从种植、管理到销售，以及
与农业相关的气象、土壤、水文等各个方面深度融
合，使农业从一个古老的产业变身为新潮的“数字
产业”，其中农业金融风控成为一个重要的应用领
域。

信息化程度低

农业经营小微分散

收入波动大

缺乏有效抵押物

土地目前还不能直接做抵押

农业农村金融痛点
获取农户的风险情况的成本高

产业链条的农户的生产经营信息、交易数据

农户的基本数据

农业金融需要的主要农业大数据

三步解决农村农业金融困局

农村农业金融风控体系的建立需要了解农户所在的行业细分领域
农业非常特殊，它用到的数据、评估方法、评估、计算的权重都非常依
赖于它所在的领域，这就需要针对不同细分行业进行专门研究与建模。

第一是数据 第二是模型 第三是工具

其中数据是整个征信或者整个农村金融风控的基础

县域农业大数据+平台流通大数据、消费大数据形
成农业农村经营主体数据闭环，为乡村振兴，产业
兴旺提供金融助力。

秒授信

秒审批

秒放贷

农业大数据+农村金融
数据+服务，提升资金流转效率

效率

农村金融作为聚焦三农、扶贫攻坚的重要利器，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提升“三农

发展效能意义重大



为农业大数据插上金融翅膀推动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

以农业大数据为核心抓手唤醒农村沉睡的要素资源，通过两大电商平台构建“数据获取+数据变现”网络，以数据支撑农村金融

风控，为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信息化的农村金融对接和服务，促进数字农村与农村金融深度融合，形成农业大数据农村金融生态闭环，

让农业数字资产流动起来。

华夏银行总行党委常委、副行长关文杰等领导一行
莅临布瑞克苏州公司考察洽谈

华夏银行、恒丰银行、蚂蚁金服等金融机构来访合作洽谈

恒丰银行总行首席运营官徐彤等领导一行
莅临布瑞克苏州公司考察洽谈

蚂蚁金服农村金融部，网商银行信贷管理部等高管一行
莅临布瑞克苏州公司考察洽谈

探索建立农业大数据金融试验区建立专属数据库和行业特色的授信模型 与专业金融机构合作

打造农业大数据金融试验区的实践



业务抓手之智慧农场—从5G农场到社区的全程数字化

智慧农场是实现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基础，也是打造数字乡村的抓手，
可以有效推动县域农业在线链接全国大市场。



业务抓手之数字乡村共享实验室—布瑞克&中科院
数字乡村是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抓手

数字乡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抓

手。通过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大力推进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推进农业农

村大数据中心和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推动农业农村基

础数据整合共享。

数字乡村联合实验室能力：通过“天 -空-地”一体化对地观测能力，

建立最优观测指标体系与可行性技术方案，形成常规和应急两种模

式下监测体系；基于遥感应用，整合行业部门业务数据，建立遥感

获取、产品生产与空间信息集成服务平台，面向行业应用和灾害紧

急需求，提供实效性数据信息服务，实现可持续分析与监测。

数字乡村联合实验室目标：乡村数字化模型、农业地理信息模型、

农业遥感应用模型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将先进

遥感遥测、导航定位、遥感图像分析、地理信息分析等技术引入数

字乡村、农业生产、加工、农产品市场等领域。





领导关怀：基于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县域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得到广泛认可

贵州省委书记、省长一行参观指导 江苏省委副书记及原苏州市委书记参观指导

江苏省委副书记参观布瑞克展位

贵州铜仁市委书记参观指导

原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参观指导

苏州委副书记主持在布瑞克召开
苏州市智慧农业大数据调研座谈会

全国农业双新双创大会，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江苏省委副书记任振鹤等领导考察了

布瑞克农业互联网展区，听取了孙彤董事长的相关汇报，并与孙

彤亲切交流，听取了布瑞克基于农业农村大数据的县域智慧农业

解决方案汇报，在参观过程中，韩长赋部长对布瑞克运用“农业

大数据+产业互联网”助力农业产业集群数字化建设模式给予高度

肯定，叮嘱布瑞克继续深耕糖业，发展农业产业互联网。



扫描二维码联系我们

布瑞克农业大数据与您同行！

数字农业农村助力乡村振兴

谢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