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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发展的现状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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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大力推行电商扶贫，推动特色农产品上行，基于此，本文分析了乡村振

兴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剖析了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农村电商发展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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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vigorously promotes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commerce and promotes the upward trend of featur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e-comme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alyzed,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re analyzed, and the development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rural e-commerc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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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电子商务已经进入迅猛发展时期，

电子商务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实物方面，其

服务几乎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个人经营的电子商

务、等各个方面。虽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较为不错，

但仍有不足和挑战，需要我们去寻找解决方案。 
1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在中国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

的村庄充分利用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广泛参与网络

营销和推广，这增加了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满足

了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1]。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

许多线下商店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农产品网站的流

量增加了，这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好处，成为帮助农

民增加收入、振兴农村的新途径。根据商务部的数

据，农村地区的国内零售额为 2021 年为 2.05 万亿

元，去年为 11.3%，增速加快 2.4 个百分点。国内农

产品网上零售 4221 亿元，年均增长 2.8%。 
1.1 电子商务概述 
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或电子数据交换进行

的交易活动，将它运用到农村就成了以下几种销售

模式。 
（1）自发组织模式。农民自发组织创业，在淘

宝等网络平台上销售产品，有了一定流量基础之后，

带动同村人共同开办网店经营相同产品。 
（2）被动参与模式。当地的优势产业正失去原

有竞争优势，或者当地不具有资源优势，但是借助

电商平台，由线下服务转为线上服务，增强产业活

力，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3）自产自销模式。网商在淘宝、京东等第三

方网站注册卖方账号，发布产品信息，吸引消费者

下单，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4）自产他销模式。农户与产品经销商签订合

同，将产品直接销售给经销商，后续由经销商在各

交易平台进行销售。 
（5）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一方面，消费者可以

通过线上软件下单，再去实体门店取货，消费者可

以无须排队和等待，自行选择有空的时间取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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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消费体验。另一方面，网商在电商协会的协调帮

助下，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更加稳妥地发展。 
1.2 农村网络零售种类繁多 
（1）农村网络零售排名。近几年，农村网络零

售额的前三类产品分别为服饰鞋帽、日用品和家具。

其中，2020 年东部地区的网络零售额已高达 77.9%。

农村的零售额在稳步提升，2021 年农产品网络零售

规模已高达 2088.2 亿元。这无疑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2）乡镇快递覆盖率。目前全国乡镇方面快递

网总覆盖率已达 98%。据农民朋友透露，现在发快

递大多是上门服务，只需要填好基本信息，预约取

件的大约时间，从另一种角度来说，物流速度也得

到了提高。 
1.3 农民日常消费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农村地区一般少见大型的购物商场，农民日常

消费多是在集市或小超市，若是需要一些该村附近

没有的物品还要去镇上或者市里选购，这无疑不便

于人们的生活，也难以真正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若是偏远的山区，来回各一次的购物之旅更是既耗

时又费力。但是，当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时，农民

的日常消费便会非常便利，这着实会便利人们的生

活，由此说，农民的日常消费会推动电子商务的发

展。 
1.4 国家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高度重视农村电子商

务的发展。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完善城乡

融合消费网络，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另外，

政府还提供资金、人力等各方面的条件，对农村的

物流、营销等方面给予高度关注，以求农民的生活

水平得到提高。 
2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2.1 农村电商创新发展意识不强，思想观念滞

后。 
在农村地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以及知识水平

有限，即使是已经成形的农村电商企业，在采购、

生产、销售等全链条上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度较低，

“互联网+”意识也有待提高，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

农村电子商务的进程，会对农村地区电子商务的普

及产生不利影响。除此之外，对于新兴的短视频电

商、直播电商，农村电商企业并没有持续投入的意

识，缺乏统一的协调和规划，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效率。 
2.2 农村电商基础相对薄弱，基础设施较差。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接

受了电子商务这一新型购物模式，很多人也开始在

网上进行购物[3]。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农村网

民规模为 2.8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6%，较 2020
年 12 月提升 1.7 各百分点。尽管我国近几年农村网

民规模持续扩大，但农村的互联网覆盖率仍较低，

能利用网络平台的人则更少，农民对基本的电子商

务了解也较少。且农村电商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大

多数电商还是“一根网线+几台电脑+几个人”的初级

业态，规模较小，分布零散、各自为战。农产品运

营平台能够对农民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还能够保

障农民的诚信度，但是由于运营平台的缺失，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等级的划分，进而影响了农产

品的竞争力。除此之外，农村信贷圈钱行为严重，

导致部分电商平台运营成本过高，这样一来便不利

于提高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规模化。 
2.3 农村电商服务体系不完整，电商发展相对

缓慢 
农村电商需要完备的电商交易体系、物流仓储

加工配套和健全的产业体系支撑。但在大多数的农

村地区，没有形成完整的电商服务体系，近年来农

村快递物流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在配送及时

性、可靠性、服务水平等方面，与城市比较仍存在

差距，农村电商服务业仍然滞后，在仓储快递、冷

链物流、营销运营、人才培训、金融支持等产业链

环节缺乏优秀的电商服务企业，品牌效应还未形成，

电商服务商的数量和水平还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农

村电商需求[4]。 
农村地区物流服务提供方数量少、提供的服务

质量和价格不成正比，仅物流配送这一部分，就约

占到总成本中的 20%，大大降低了农村网购的消费

体验度。此外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培训、代运营、摄

影美工等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电商服务的滞

后制约了农村电商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亟须建立一

个本地化、开放共享、线上线下结合、上行下行贯

通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5]。 
2.4 农村电商专业人才匮乏瓶颈有待突破 
专业人才是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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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影响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质量。据中国农业

大学智慧电商研究院发布的《2020 中国农村电商人

才现状与发展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农村电商人

才缺口预计 245 万人，2025 年将进一步增至 350 万

人[6]。从电商人才建设情况来看，我国的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缺乏具备数据分析、熟

悉运营推广、精通美工设计且对农村实际情况有所

了解的各类专业人才，同时也缺乏高端复合型人才。

且农村的公共服务不到位，生活、工作环境较差，

薪酬较低，无法提供给专业人才更为良好的环境，

所以加大对农村电商人才培养和指导，是实现农村

电商健康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对策与建议 
3.1 坚持改革创新，扶持新兴直播电商发展 
通过政策引导、龙头助力、集聚发展的模式，

推进直播电商。第一，政策引导积极助力直播电商，

积极引导“直播电商+特色产品”、“直播电商+县
域经济”、“直播电商+文旅产品”等视频直播内容

的创新与发展，打造知名的区域直播电商网络流量

中心，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销路。第二，发挥

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鼓励社会各界开展试点，引

领打造电商在线实时流量山区发展新样本，充分发

挥企业的示范、管理和帮助作用，加强实时供应技

能的转移、帮助和指导。第三，产品集聚促进电商

实时集聚，围绕区域产品集聚优势打造电商品牌产

品数字化集聚形式。 
3.2 坚持政策扶持，推动“互联网+”助农发展 
完善农村电商政策，推进农村电商不断发展。

通过发布相关政策补贴或者企业联合发展，降低农

村电商平台的运营成本，提高农村的互联网覆盖率

和电商信息普及程度。通过建立统一的农村电商运

营平台，达到对农民的约束，让农民提供更高质量

的农产品和配送服务，进而促进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 
3.3 全面提升电商平台服务能力，推动服务体

系落地 
针对农村电商的配套物流服务体系网点少、网

络不完善的问题，应当着重解决中国邮政物流及“三

通一达”为代表的物流快递企业的村域落地问题。

具体来说可以对农村电商经营点进行调研，通过物

流网络选址与优化等方法进行网络中心节点的选择

与布局，选择农村电商需求最为集中的村作为物流

节点，成立辐射覆盖全部村域范围内的电商村级电

商配送中心，引入菜鸟驿站、京东物流等企业进行

物流业务优化，整合配送路径，降低物流的运营成

本，提高这些物流快递企业的收益，解决农村电商

“最初一公里”的问题。 
要大力发展农村电商，需要全面提升现有的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的效能，从多种方面进行业务落地，

建立一个完整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真正将助力农

村电商的功能落到实处。如，开展多工种培训工作，

引入专业师资围绕互联网思维、电商平台操作、短

视频运营、实际运营维护、直播带货技巧等内容开

展系统培训，帮助更多的有意向的村民加入农村电

商的队伍。 
3.4 规范农产品标准，提升农产品知名度 
提升农产品标准化程度，制定农产品上市标准，

加强农产品质量认证，提高农产品的销售量。提升

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主要分为建立农产品加工企

业、加强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建立农产品溯源体系

三个举措。同时，要不断提升农村电商产品在线上

和线下销售渠道的影响力，开辟包括传统电商平台，

社交电商平台、新兴短视频及直播平台，以及国家

精准扶贫平台等营销渠道，实现全网络品牌打造。

此外，农村电商也应积极参加线下展会进行宣传推

介，与大型连锁超市、社区便利店等线下营销渠道

合作，定点销售农特产品，形成了稳定的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和渠道。通过多种渠道来

进一步提升农村电商产品的知名度，不断扩大品牌

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最终带动销量的不断提升，促

进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3.5 吸引人才回流，着力培养人才 
高素质人才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电商的快速发

展，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是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

而人才的回流需要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因

此，应当打造围绕农村电商的全产业链，从种植、

养殖到生产、加工，包括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的营

销和物流，实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

全面融合，提供具有较高吸引力的工作机会，吸引

人才回流。在有高素质人才回流后，可提升农村电

商产业链的活力，创造更高的价值。其次还需加强

外地人才培养，外地人才来本地发展电子商务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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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就在于对本地情况的不了解，因此要对外地人才

进行地域知识培训，让其了解地方特色农业资源，

提升外地人才和本地资源的拟合度，不断的促进外

地人才的发展，从而形成人才的良性循环。此外，

还要着重培养电子商务人才，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

充足的人才支持。从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中挑选出

有市场营销经验并且拥有高水平的网络技术的学

生，将其培养为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并提升其创业

能力，让其成为农村电子商务创业者，以此提升农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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