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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第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未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需高度关注“三农”问题,通过乡村振
兴战略以推动农业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农村电商作为我国农村地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创新
型产业,可以进一步激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因此需了解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落实作用,掌握现状,提出发展农村电商对策,以为
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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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China's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ssues, and promote agriculture on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an innovative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rural e-commerce can further stimulate the internal pow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which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c plan, grasp the current situation,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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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展包容性,现阶段也逐步成为我国农村地区电商发展的重点关

“三农”问题与我国国家经济发展及国计民生密不可分。

注对象。我国农村电商的发展主要是将农村乡镇作为核心,向周

2018年,我国颁布并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边地区辐射,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战略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需要通过农村电商基础设施的发

速度。2021年淘宝村数量达到7023个,较上一年增加1598个。淘

展及建设,积极鼓励农村地区基于互联网发展创新型农业产业

宝村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保持着30%以上的

模式。电商的高速发展,建立了传统闭塞农村和外界之间的沟通

高速增长。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和进步,也让农民这一

桥梁,使得传统农副产品寻找到了全新的销售渠道。而伴随着农

主体实现了发家致富,收入逐年增多,更是在乡村振兴这一战略

村地区电商的高速发展,城市电商市场的日渐饱和,电商巨头也

规划的推进过程中,发挥出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开始将侧重点放在了农村电商这一领域上,农村地区的巨大农

1.2政府扶持力度不断增大

产品销售能量有待释放,这些也成为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电商

自2019年开始,截至2021年,我国政府部门数次发布与推动

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驱动力。

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政策,对农村电商的扶持力度也

1 农村电商的发展现状分析

在逐渐增强。举例来说,2019发布《关于开展2019年电子商务进

1.1淘宝村数量不断增多

农村》的通知,其中提及农村电商贷款贴息,强化了在农村地区

在农村电商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淘宝村,是基于互

电子商务发展上的资源投入力度,并通过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加

联网这一发展背景草根创业所衍生而来的,具备较强的电商发

强财政资金补贴,以推动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向好。长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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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日渐加快,从某种程度上也

庞大的顾客基础,通过收取平台使用费和佣金来获得利润；第四

带动了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同时为大量农民提供了

层次为通过金融,为商家提供丰富多样的金融服务获得利润；最

就业岗位,解决农民再就业和青年就业难等问题,尤其是伴随

后就是通过数据,通过对电商平台顾客行为的数据信息深入挖

着“三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各地区政府部门的资金扶持力度、

掘、深度分析,明确客户需求以获得更高的产品效益,这也是未

信息支持力度也在逐年增强,缓解了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

[3]
来我国农村地区电商发展的重要盈利模式 。通过大数据、云

[1]

资金压力 。

计算等相关技术的有效运用,精准分析城市农产品需求,以对农

2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

副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模式针对性地作出改革,实现精准供给,

2.1走上“纵深性”发展之路

优化产业效益。

未来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不会简单地停留在交易端,而是
会逐步走向供给侧的纵深延展发展之路,消费电商转变为产业

3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策略
3.1关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

电商,2C转变为2B,这是未来我国农村地区电商发展的必然趋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上,首先需要通过政府引导

势。此前,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以经济扶贫为主,主要集中于建

和市场发展之间的深度融合,以经济带动多方主体参与其中,实

档立卡贫困主体,并通过消费扶贫,帮助农村地区解决农副产品

现农村电商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政策引导上,需要紧紧围绕一

滞销问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而未来,在我国乡村振兴战

个中心、两个面向,也就是将电商创业作为核心,面向社会企业,

略规划的稳步向前推进过程中,农村电商也将会和乡村振兴这

提供在农村电商发展上的绿色通道,面向农民这一主体,为其提

一战略发展规划衔接得更为深入,逐步走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线上交易的电商技能培训,实现政策制定的精准发力,解决现

发展之路,从农村农副产品的“卖得好”转变为“卖得久”,从

阶段农村在电商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

[2]
传统的交易端逐步转化为产业链和供应链 。现阶段,我国农副

处,并将政策作业基本引导,激活当地在农村电商上的发展潜力,

产品在电商销售上,网络销售占比较低,大致占比为10%。若是说

提升市场竞争力,并将当地电商产业园作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

2C消费为我国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的发源地,那么2B产业型

改革的载体,优化服务能力,招揽电商商家。与此同时,强化包

电商则是未来农村地区电商实现存量升级,进一步突破发展规

装、美工、营销等电商发展配套服务企业进驻,为供给侧结构性

模限制的助推器。进一步攻克2B电商的发展问题,成为未来农村

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农村供给侧的电商改革,需要

地区电商发展的核心要素,因此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将会变

和当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深度融合,进一步扩大农产

得更为纵深,也是其未来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

品在城市中销售的品种、数量、城市农产品需求分析,加强在绿

2.2进入品牌化时代

色无公害、农副产品等相关层面上的有效供给,以推动农产品实

伴随着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农村地区也

现深层次加工、深层次发展,促使农业领域的产业链实现全面延

开始逐步迈入消费升级阶段,消费者对商品的品质需求也在逐

长。并适当地发展农村电商规模化经营,进一步降低农药、化肥

年地提升过程中,更加喜欢具备品牌特色的农副产品,电商平台

这类化学物质的不合理使用,真正地实现降本增效,使得农业经

之间的竞争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农村电商正式迈入到了品质

济效益增长,农产品竞争力得到提升,并将现阶段农村地区电商

消费这一阶段品牌,也成为推动农村地区电商实现健康稳定可

发展过程中的农副产品生产采摘、检疫、分拣、包装、配送等

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但是品牌建设近些年来一直是我国农村

环节构建出标准化管理体系,形成农产品销售的追溯服务体系,

地区电商发展的薄弱环节,我国大多数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都

实现农村电商的精准有效供给。

不高。但是在未来,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将其侧重点放置

3.2加强宣传,走上品牌化发展之路

在品牌建设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电商企业展开区域品牌

依照现代营销学理论观点,品牌宣传可以进一步增加产品

建设,并形成产地、产品的全过程标准体系,将区块链溯源等现

价值,实现形象的有效铸造。因此农村电商发展,也需要走上品

代化先进技术作为保障产品品质的核心,相关政府部门也会通

牌化建设的发展之路,并通过强化宣传,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品

过互联网要素的有效运用,建立互联网农产品品牌,形成一批独

牌文化。基于乡村振兴这一视角,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品牌化建

具当地产品特色的电商区域品牌,优化产品知名度和在市场中

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严格依照我国《关于实

的影响力,并提升产品附加价值,实现品牌建设的规模化和标准

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指导意见》,综合当地的

化,带动当地农村电商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战略规

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形成线上线下的品牌建设传播渠道,实现

划的精准落实。

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宣传方式的有机融合,并通过新媒体传播

2.3大数据应用精准销售

的广泛性特点和传播针对性特征,通过丰富多样的传播渠道及

农村地区电商发展及其盈利模式与城市电商高度一致,也

[4]
传播模式,以实现当地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与宣传 ；二是基于

是逐渐升级的。最低层级的电商盈利模式则是通过线上销售获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村电商发展基于宏观层次上的引导,将农

得产品差价,赢得利润空间；第二层次为供应商商品销售,通过

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及其相关战略规划进行进一步的指标细化,

返点来获得利润空间；第三层次为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引流,拥有

并在缩小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将城市各大资源要素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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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农村市场进行倾斜,以推动品牌宣传工作实现在农村电商市
场的全面下沉,实现农村电商品牌化建设宣传渠道的全面拓宽；

4 结论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在我国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的社会背

三是积极鼓励农村地区电子商务品牌建设工作推广创新,综合

景下,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振兴这一战略规划得以落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的乡村旅游产业及其相关宣传规划,实

实的重要环节,而农村电商的发展,则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现特色农副产品和农村地区其他产业结构之间的有机融合,打

重要抓手。我国农村地区的电子商务发展已成为拉动社会消费

破传统品牌建设同质化这一发展困境,避免宣传和品牌建设的

的重要动力之一,基于乡村振兴这一顶层设计规划,获得来自时

同质化。举例来说,可以在开展当地乡村旅游推介会的过程中,

代的发展机遇。因此须在乡村振兴的引导之下,掌握未来农村电

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土特产融入其中,在旅游人口的不断流动下,

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并制定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实现农村电商

[5]
促使农产品知名度得以改善 。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大量的品牌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宣传,建立独具特色的农村电商品牌

活动中展现出品牌特色,并以特色迅速占领市场,潜移默化地将

文化,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产销之间的有机平衡,以帮助农民

农村电商品牌化理念融入到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例如,可以定

这一主体提升经济效益,通过农村电子商务发家致富,加速乡村

期举办农村电商节,抓住双十一、618、双十二这些重大节日,推

振兴战略的落实速度。

出特色农产品,宣传品牌理念,深化消费者对品牌的思想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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