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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电子商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精准扶贫”重要载体，当下，我国农村

电商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就河北省保定易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进行调研，了解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探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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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 faced by rural e-commerce plat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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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e-commerce public service center In Baoding Yi County 

Wenlong Li, Zixin Guo, Fan Wang, Zhijie Yu 

Hebei Finance University, Baoding, China 

【Abstract】Rural e-commer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in China has achieved phased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some aspec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commerce public service 
center in Yi County, Baoding, Hebei Province, understand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plores the optimal path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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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7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全国农村产

业发展（2020-2025 年）》，文件明确指出要培育农

村电子商务主体，扩大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改善农

村电子商务环境等发展政策。近年来，我国大力推

动农村互联网建设，农村电商建设也随之深入发展，

有力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振兴，加快农村由传统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向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化，农

村电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新

冠疫情的背景下，更是保障城乡双向循环，农村经

济发展的有力臂助。 
当下，农村电商的应用，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

销售模式下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打通了农产品销

售渠道，进一步稳定农民收入于农产品市场供应。

增强了农户对市场需求变化的认识，并依此调整农

产品生产计划，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

产效率。但随着我国现实国情的变化，农村电商发

展遭遇瓶颈，例如农村人才流失、交通运输业不发

达等问题，致使农村电商发展受限，在部分地区无

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总体产业发展受阻，针对此

类农村电商发展中所遇到的难题，以易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的调研数据为依据，寻求新时代背景

下农村电商发展新方向。 
2 我国当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2.1 农村电商相关政策导向性更加明确 
当前，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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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五”以来，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对于农村电

商发展的措施和目标越来越明确，“八五”到“十五”
之间，政策重点引导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逐渐

加强信息技术在农产品中的应用全面振兴乡村经

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加强农村流通

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后期农村电

商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十三五”开始，国

家开始重点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快农村电子商

务发展。例如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在

2022 年印发《关于开展 2022 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创建工作的通知》，提出促进农业发展，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建立 100 多个现代化示范区。政府的政

策性引导支持为农村电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

广阔的市场前景。 
2.2 农村网络零售种类繁多 
随着农村网络覆盖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普

及，我国的农产品零售额逐年递增，据商务部数据

显示，2021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 2.05 亿元，同比

增长 14.5%；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4221 亿元，同

比增长 1.5%，这无疑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进一步

拉高了全国经济水平与消费水平。在全国农村电商

中，服装鞋帽、日用品和家具销售额位居前三位，

而受疫情影响，药品类、粮油食品等零售额也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种类的多样化选择使农村电商选品

也有了众多选择。从地区上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

的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经占到全国的 92%，而西部与

东北地区增速明显高于中部和东部。 
2.3 发展环境向好与落后观念并存 
我国农村电商在经历了一定阶段的发展后，形

势已逐渐向好，在网络选择、物流设施等方面都得

到了提升，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农村

电商行业发展与创新，《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

要点》等相关产业政策的发布也为农村电商行业的

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市场前景。然而，由于地域、经

济发展等种种原因限制，导致农村地区的人们思想

保守，对新鲜事物接受度不高，由于网络知识匮乏，

部分地区人们对于网络交易的安全性也仍然持质疑

态度，反而传统的交易模式更容易被接受。 
3 河北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发展成效 
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在政策指引和项目带动下，重点完成了“三个一工

程”，即建设了一个县级公共服务中心、一个物流

配送中心和每村一个电商服务站，实现了公共服务

双向流通，推广应用三大体系的全覆盖。 
一是作为易县农村电商三大体系的领头人，长

期开展开实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人口的创造力，

通过开展“全国零售训练营”等精准扶贫公益项目，

2015 年－2016 年累计培训 5000 余人。服务中心通

过开展“电商扶贫，百村巡讲”活动，培训电商相

关知识和基本技能，2015 年－2018 年已累计线下培

训 30000 余人次，线上培训累计 27200 余人次，助

力农村大批贫困人口掌握脱贫增收新技能，同时，

通过培训，截止到 2018 年底，使得县域内淘宝店增

加 600 余家，微店 2000 家，形成一个较大的营销团

队。二是开发建设了“云易县”同城一站式平台，

通过吸引县域内商家，企业和合作社等机构入驻，

大大促进了县内生活物资的流通。同时通过自建物

流和农产品溯源平台，实现了快递进村的有效整合

与农产品质量可追溯机制。三是创建产品包装研发

中心，开展产品销售活动、节令性活动及竞赛性活

动等提升易县农产品竞争力，建立区域品牌特色，

助力易县电商发展。四是承接北京首农双创中心运

营任务，建立河北乡村振兴馆。2019 年电商服务中

心作为保定市人民政府确立地入住北京双创中心牵

头企业，承接北京首农双创中心保定馆的运营任务，

已建立 4 个消费扶贫专柜，带动 95 家企业，343 款

扶贫产品入驻双创中心，带动 52169 余人实现增收。

2022 年，成立了河北乡村振兴馆，对接国企央企消

费帮扶对接工作，整合保定、承德、张家口等 11 个

地级市在京销售，推动了河北省农产品的在京销售

工作。易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在助力电商扶贫，百

姓增收方面取得较大成效。 
4 当前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面临的挑战

及建议 
4.1 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面临的挑战 
（1）农民对于农产品资质认证的意识不足 
农产品在参与市场竞争的道路上，资质认证可

以使产品逐步走向标准化，但当前部分农村电商资

质认证程度仍需提高。据对易县电商服务中心的调

研情况来看，易县的手工粉条及红薯干等农产品的

线下销量远远超过线上，一些企业前来批量采购时，

由于缺少相关资质认证，导致农产品不能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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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一些真正口感好、品质好的产品，由于缺少

认证导致顾客信任度不足，在电商渠道售卖存在局

限性，大部分客单依然源于线下口碑，这也进一步

阻碍了农产品扩大推广范围，更深层次来说，此问

题限制了农民进一步增收创收。因此，对于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来说，较大的挑战是帮助提高农民

的资质认证意识。 
（2）农产品同质化较高，标准化体系需不断完

善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一是由于地区农

产品的品种差异性较小，同一地区大面积种植同种

农产品，产品同质化高，缺少独特性，这会使农产

品在电商销售过程中很可能面临产品竞争力不足的

情况。二是在农产品生产中标准化体系还存在一定

的不足，这会使得农产品质量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

而产品在网络销售过程中，销售者在购买产品往往

依靠店铺的信誉和售后评价综合选择。假如某地区

的产品生产鉴定标准化程度不足，出现同种产品不

同品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以地域为品牌对当

地农产品进行销售，会更为容易陷入“公地悲剧”

的状况。 
（3）品牌化、特色化建设仍存在不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展开，农村电商平台作为

在乡村经济振兴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环，市场竞争

愈发激烈。在市场多方竞争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

只有打造特色品牌，实现地域性差异化品牌才能在

未来农村电商市场中脱颖而出，以易县电商服务中

心为例，作为易县农村电商三大体系的领头人，其

在企业发展中开发建设了“云易县”同城一站式平

台、农产品溯源平台等具有地域发展特色的发展举

措，但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电商平台同样面临经

营发展模式、发展举措同质化，地域品牌化如何建

设等挑战。 
4.2 对于易县农村电商发展的建议 
（1）政府牵头、电商服务中心协助，提高农民

资质认证意识 
首先需要政府牵头，加强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所属行政范围工作的协调、指导与监督，组织做

好农产品的检查、人员培训等相关工作，线上线下

相结合提高农民的资质认证意识，同时也要防止出

现“认证乱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应按照工作

要求，为农产品“三品一标”资质认证配备专职管

理人员，确保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相

关工作有序展开。另外，易县电商服务中心可以通

过北京双创中心的产销对接倒逼企业转型，只有有

资质的产品才能进入到消费帮扶的集采系统，才能

生产批量销售，并发挥引导作用，同时给农户宣讲

资质认证的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意识。 
（2）持续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鉴定体系建

设 
政府应持续推进整个产品供应链的标准化体系

建设，标准化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和重要标

志。通过标准化，对产品的生产、加工等进行规范

管理，促使产品高质量发展。同时要着眼于农产品

技术推广，不断完善标准化体系内容，政府可以组

织制定相关标准，实现农产品“生产有标可依、产

品有标可检、执法有标可判”为农产品生产标准化

和规范化提供技术支撑。 
（3）开发易县“义乌”模式，打造易县品牌化农

村电商品牌 
当今主体品牌意识盛行，人们对品牌的认同性

逐步提高，如何打造品牌化、差异化产品及经营发

展模式，形成地域性品牌成为其发展瓶颈，为打造

品牌化农村电商品牌，产业集群是发展的重要方向。

以易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例，为破解企业发

展同质化瓶颈，可在原有基础上采用“集散地+电子

商务”模式，聚集农产品供应链与销售链各节点企

业，开发易县“义乌”模式，打造易县农产品电商集

散地，吸引外地电商赴易县发展。后续发展中，在

易县品牌的影响下，依托易县集聚效应，借以农村

电商直播打造流量 IP，固化品牌印象，建立私域流

量，从而打造富有易县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 
（4）数字化发展推动农村电商进步 
在集聚化发展的同时，引入数字化也是极为重

要的一环，数字化发展是品牌化发展的催化剂，用

数字化为农产品品牌化赋能可以发挥以下优势：（1）
数字化赋能农产品品牌的个性化打造。通过大数据

及区块链等技术采集消费者的消费数据，洞察消费

者喜好，分析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根据精准用户群

体发展精致农业并对其进行精准信息投送.（2）提

高农产品的数字营销能力。通过数字营销，打造地

域化个性 IP，创造易县地方特色农产品流量，全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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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营销以及获取客户，借助数字平台聚集客流，开

展体验式营销，如直播耕种、直播采摘、VR 农场等。

以此为例，推及全国，助力农村电商发展。 
5 结语 
电子商务不仅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还

会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消费结构，促进农村农业现

代化发展。我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我们巨大的市场

需求，农村电商平台不仅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也满

足了市场的相关需求。尽管农村电商平台的发展蒸

蒸日上，但当下仍面临着农民对资质认证重视程度

不足，地域品牌化、标准化建设不足的挑战，因此，

为推动电子商务不断进步发展，团队根据分析结果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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