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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村电商的出现给农户们提供了提高经济收益的巨大机会，在这个互联网不断渗透的时代中，

要顺势而为，不断提高作为一个电商人的职业素养，使得生产力得到发展，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本文基

于现在农村电商初期发展的各种挑战进行相应论述，分析现阶段电商发展的形式，对此给予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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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rural e-commerce provides farmers with a hug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economic returns. In this era of continuous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tre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being an electric businessman.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various challenges of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 of e-commerce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and giv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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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农村电商

扶贫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20 年 7 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开展互联网+农产品出

村进城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1]，2021 年 2 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

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

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村电子商务也取

得了进一步的成功。这只是在宏观层面上的理解，

如果深入细节来看我国的电商扶贫成果虽然是显著

的但是扶贫的产业的结构依然是比较薄弱的，脱贫

人员随时可能会因为不确定原因导致返贫。为更好

实现乡村振兴，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依然是

我们国家必须要跨过的栏杆。由此可见，农村电子

商务是提升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达到乡村振兴

的载体。 

2 现状 
2.1 农村电商扶贫取得极大成功 
电商扶贫至 2014 年兴起，在近十年里我国不断

探索发展电商扶贫，以达到乡村振兴。截至2020年，

我国农村综合示范实现 83 个贫困县全覆盖，在全国

范围内已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

心达 2120 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3.7 万个，下沉市

场网民对短视频的使用率达 88.6%，较一二线市场

高 2.2 个百分点。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农村电

商已经取得极大成功，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2.2 农村电商发展基础不断增强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2020 年全国农产品网络

零售额达 4158.9 亿元，同比增长 26.2%。零售额前

三位的品类分别是休闲食品、粮油和滋补食品，分

别占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 19.8%、14.6%和 11.3%。

增速前三位的品类分别是粮油、奶类和肉禽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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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速分别为 58.7%、57.7%和 56.9%。截至 2020
年底，国家级贫困县网商总数达 306.5 万家，较上年

增长 13.7%，带动 771 万农民就业，618.8 万贫困人

口增收。农村电商发展基础不断完善，星星之火渐

燎原。 
2.3 特色农村电商激活乡村产业 
随着电商技术的不断完善，电商与农村结合的

不断加深，因地制宜的与特色农产品结合，这都为

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条件。各地开始不断出

现特色电商，在 2020 年盐源苹果在电商平台上的销

量占比突破 50%，将“互联网”融入地方特色产品，

推动电商发展与乡村产业加速融合。为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打开新局面，建设美丽幸福乡村，共圆伟大

复兴梦。 
3 存在问题 
3.1 农村电商人才匮乏，导致持续发展乏力 
随着我国农村电商经济快速发展，电商人才缺

乏一直是电商扶贫地区的难题。相关研究表明：现

阶段农村电商市场上缺少具备相关知识和能力的人

才，是目前农村地区发展电子商务面临的普遍问题，

农村电商的从业者多达 5000 万人，但从业者大多为

滞留农村的年轻人群体。他们既并不像走出农村的

大学生具备专业性知识[2]，由于他们缺乏管理经验、

专业知识，导致营销策略单一、技术水平、各方面

能力受限，在电商创业遭遇极大挑战。[3]现如今，

缺乏电商人才成为农村电商前进发展的瓶颈，主要

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物流仓储、营销推广、客服、

美工设计。在农产品上行电商人群中，文化水平仍

以中等为主，这就将导致农产品销量低下，就会让

农民觉得转型到农村电商是件困难事，最后将导致

农村电商停滞不前仍为传统的销售模式。 
农村电商人才的匮乏直接导致电商扶贫工作难

以开展，人才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而电商人才

的缺乏会成为农村电商持续发展的绊脚石，为了让

农村电商事业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结构化，就离

不开高创新能力、高素质与高爱国主义情怀的人才。 
3.2 传统农村电商建设，效用无法最大化 
首先，农村电商系统未完善。现存电商都是以

传统的农村电商建设为主，存在农村电商系统不完

善的情况，专业人才匮乏、产品单一、缺乏统一规

范性等问题。其次，农业的脆弱性会不可避免地传

递给农村电商。传统农村电商中往往是自产自销农

产品及其副产品，大多数产品由于物流链的不完善，

都会受到季节的影响，仓储保鲜问题仍然无法彻底

解决。由于农产品具有季节性产出的特点，既要求

生产者在收获期忙于采收农作物，又要求生产者对

于采收的农作物具备仓储、保鲜、初步加工的能力。

在物流方面也是一个巨大困难，由于目前的农村物

流体系并不能完全适应物联网时代对农产品的储运

要求，就会导致农产品的损坏率大幅度提高。最后，

农村电商经营者防范意识低。对于农村地区来说由

于教育水平受限，对涉及电商平台的法律知识了解、

电商平台操作程度、防诈骗意识都相对较弱，遇到

相关问题应对能力也有所不足，将会导致部分农村

电商商户的利益受限。 
3.3 农民生产观念落后，不愿接受新事物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农

村网民用户规模高达 2.97 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为 59.2%。虽然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五分之三，

但大多数农民仍然无法接受农村电商，更何况没有

被互联网普及的农民。农村电商在农村的初步推广

就显得尤为困难，农民思想方面比较保守，对于新

事物的接纳没有足够强的意识。对于互联网更多的

只是停留在社交和娱乐方面，大多数人对于农业生

产以及未来市场形势的趋势根本无法意识。对于购

物来说仍是传统的支付方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于网上购物交易、销售产品对他们来说更是困难

重重。 
4 探究过程 
4.1 农产品销售模式转变的科学内涵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之农民更为信服传统的

农产品的商贸模式，传统的商贸模式在从产品的发

源地到消费者手中的中间流程，存在“中间商的农

产品经纪人”起到了重要商品信息和商品实物配置

的主体作用，但是也无非加长了产品流通的流通链

条，间接提高了产品的成本，也压缩了农民的农产

品收益[4]，但是对于农民来说风险最低且最容易接

受的方式。随着“互联网”时代潮流的不断渗透，

在“互联网+农产品”的电商模式的出现，使得农产

品经纪人的信息传递、产品储存、产品质量背书、

物流配送、价格撮合等功能被不断的弱化，中间环

节被不断地取缔[5]，使得整个产品流通链条变得越



黄月月，闫帅，刘明毅，陈天赐                                                         农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 18 - 

来越简单，农村电商运营主体通过应用互联网交易

工具、数据信息平台、社会化物流等资源，逐渐地

取缔了农产品经济人。现阶段的农村电商的服务模

式旨在将通过选址挑选的最佳农村以辐射性的方式

把周围的相关村落联系起来，以农产品为主提供生

产、仓储、销售、物流等全流程环节综合化、系统

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有效地服务，提高农户

的获得感，提高电商的运营效率，致力于解决优质

农产品由于地区限制制约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减缓

乡村振兴进程的瓶颈，因此，促进“电子商务进农

村”“农产品出村进城”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举措之一[6]。 
4.2 参与主体作用的科学探究 
（1）全链条服务体系 
全链条服务体系旨在促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的进

程，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进程。此体系提

供了生产、仓储、销售、物流等全经营环节综合化、

系统化服务的基础设施网络，同时可以有效的整合

资源，同一地区的农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电商技术

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对于农产品赋能，整合优质

的农产品资源，孵化具有农村独有的电商品牌，提

高农产品的影响力，通过互联网技术加强不同地区

的联系，同时对于不同地区对于不同农产品的需求

作出最有效的反应，形成“一品多仓发，多地及时

应，方便快捷，产品走出村” 
（2）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的运营主体多为当地农业大户、工商

户与相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起成立，其主要行为

目标为盈利，相比较为成熟的城市电商来说，农村

电商缺少一定的仓储物流等环节，还有最重要的电

商人的职业素养，如果真的要进行农村电商的大力

发展就会在前期培育和发展阶段投入大量的资金，

会间接使得运营主体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与预期产生

落差，所以和有关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合作会相应减

少由于前期相应流程不够了解造成的额外成本。 
（3）农户 
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并且对于风险预期能够接受

的农户可以尝试作为当地的电商主体，这样可以在

发展到稳定时期时获得最大的收益。农户也可以直

接向电商经营主体提供自身的农副产品以及自身的

劳务已取得相应的收益，农村电商的出现可以将农

户的农副产品销售更加标准化，同时可以实现产量

质的飞跃，创造前所未有的收益。在政府以及有关

合作方的知识学习的带领下，农户的电商人的职业

素养不断加强，为后续的农村电商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4.3 农村电商的可视化分析 
对于农村电商来说，整合优质农产品，对农产

品进行品牌标志化的包装，加上平台的标准化技术

以及连锁化管理以及打造农产品赋能品牌，通过互

联网的助力加快农产品的销售，中途取缔了中间商

的环节，实现了农户经济效益的提高；另外，在技

术不断更新发展的阶段可以在其中的环节中加入区

块链的技术，从农产品种植到运到商户手中进行全

程溯源，更好地保障了农产品及农副产品的品质。 
5 发展措施及对策 
5.1 政府大力扶持电商人才，构造电商人才培养

计划 
农村电商核心在于产品，基础在于技术，关键

在于人才。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性的工

程，只有专业的电商人才才能实现网络农产品产业

链的快速发展，实现互联网+农业的快速发展，提高

农村生产力水平，最终达到乡村振兴。 
（1）政府主导型 
农村电商人才的困难在于引不来，留不住，难

培养。因此政府就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引进农村电

商人才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有能力的人加入到农

村电商体系，让优秀的人才做到引得来，留得住，

培养好。政府除了立足于传统的培训、政策优惠鼓

励、提供资金支持，最重要的应该是不断完善农村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政府应开展多形式、多渠

道、全方位的农村电商技能培训。 
（2）电商推动型 
农村电商人才的培养是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

府的大力支持，更需要电商的大力推动。为我国建

立一套政府+电商联动模式的人才培养体系。电商应

当增强培训的针对性，相较于淘宝、拼多多等传统

电商，当下兴起的直播电商、短视频电商、私域流

量社区电商更容易上手，可针对农民加强该方面的

实操训练。其次与专业电商团队合作，带领农民与

专业团队学习相关电商运营、直播拍摄等知识，为

农产品拓展销路，大力推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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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创新农村电商发展，助力农业数字化 
互联网+农业深度融合，建设智慧电商综合平台。

以加快数字化建设进程为背景，着力为农村电商打

造成为服务区域的综合性智慧电商平台，着力加强

智慧仓储、智慧调度、智慧配送等智慧运行体系建

设，解决农产品季节性问题。还应鼓励农户与企业

合作，利用企业的资源解决产量过剩的问题。因地

制宜的结合地方特色，打造地域性专属特色农产品，

为农村打造 B2B、O2C、O2C 电子商务平台加速物

流、仓储、加工及设计等供应链资源整合，助力农

村数字化发展。 
5.3 坚持农民主导地位，助力农业现代化 
推进电商赋能共同富裕需要坚持以农民为主体。

始终以农民为落脚点，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自身的

自然条件，充分切实补齐基础短板。在互联网+农业

时代下，不断构建起优质农产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做到农村电商发展依靠农民、发展为了农民、发展

成果惠及农民、切实站在农民的角度去解决经济社

会中的各项问题。旨在实现使三农服务真正落地，

农民成为电商平台最大的受益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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