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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数据来看,2020年全国农业及相关产
业增加值为166900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6.47%,这充分反映了农业占全产业链的价值,也体现了农业农
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的进一步实施,促使我国农业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本文
通过对农业电子商务的理论分析论证农业电子商务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然后对我国农业电子商务
应用的现状进行归纳,提出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最后针对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应用所面
临的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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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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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added value data of 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n 2020 releas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added value of national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n 2020 was
166900 billion yuan, accounting for 16.47% of GDP,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value of agriculture in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y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e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to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of "Internet +" agricultural products going out of
villages and into cities, China's agricultural e-commerce and other new industries and formats are booming.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n it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China.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mmerce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e-commerce; agricultural e-commerce
引言

速,最终实现把我国传统农业交易方式转化为现代化农业交易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资金、人才、技术和信

方式。

息等要素加快向农业农村投入,农业市场融合网络经济应运而

种植农业阔佬、农产品正规合作店铺、农业中的龙头企

生,形成了以农业生产、农业服务和农产品销售为三大基础类的

业等,这些以农业生产为经营主体的个体,特别需要通过电子

各种农业电子商务销售网站或平台。农业电子商务的内容不仅

商务方式及时得到市场行情,降低营销资本,提高农业生产经

提供农业信息,而且把线下传统的农业交易流程放在了网上,通

营效益。我国众多农民作为市井经营核心和商品生产者,不仅

过改变这一传统的交易流程从而加快了农业信息交流、减少了

需要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的公益性消息服务,而且更迫切需

农产品的交易环节中不必要的成本、提高了农产品存货的周转

要有关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商业性信息服务,这样以更好地处

率、扩大了农产品交易的途径和机会。发展我国农业电子商务,

理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矛盾,因此我国农业电子商务蕴藏

能有效地推进我国农业自动化的发展,使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

巨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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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目前农业电子商务应用的现状

提高农业和产业的层次、增加农作物市场的竞争的重要方法,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每天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互联网的未

也是加强安全及高质量农产品作物生产和提高广大农民收入的

来是全球市场,因此越来越多的产品也由线下交易转到了网上

主要方法。随着农业电子商务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专业的农产品

交易,农业方面也注重了网上消息的发布和农产品的交易。下面

交易平台出现,覆盖全国,内容包括种植的水果和蔬菜、养殖的

从信息现状和物流现状两个方面来阐述一下我国电子商务的应

水产产品、园林以及园艺、畜牧副食特产、农业资讯供应等,

用现状：

这显然能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竞争力。

1.1农业电子商务信息化的现状

2.3提高农作物产品的经济效益

目前,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计算机及互联网

搭建针对农产品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后,专业的农作物平

普及化。我国地域辽阔,大多为农耕地域,一些农民难以得到可

台交易覆盖全国,包括国内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平台资讯以及服

靠、及时、准确的相关信息,使得大量的农产品没能及时售出而

务全方位地整合农业方面的消息、情况,信息权威发布及时更

损失,信息缺乏是阻碍我国农产品好卖的重要因素。随着电子商

新。农业电子商务的所有用户还可以根据专业的农业网站提供

务的兴起与普及,农业电子商务也在逐步发展,这也促进了农业

的农业贸易确认系统直接或间接地选择有有关部门证实的商家

信息在农民中的流通。

进行交易,不但能增加资金的安全保证,同时更能有效节约时

1.2农业物流现状

间、节约流程,从而节约成本。传统的农产品作物交易方式做外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产品商品流通问题始终是农产品发

国贸易很难,甚至还很复杂,因此,农业电子商务不仅降低了农

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环节,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的好坏,直接影

作物的成本,也使得做外国贸易不再是难题。近年来,外国农产

响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农业物流是解决农民销

品作物凭着质量高和价格低的优势挤压我国农产品作物市场,

路难的根本,是满足买主需求的保障,因此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农

我国农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产品的有效运输过程,是农产品交易发展的关键因素。农副产品

3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应用中碰到的问题

物流运送和一般的其他产业的产品的物流具有非常大的差别,

3.1我国农业信息产业化低

农业的物流重心是农副产品,物流以及运输的方法决定了农产

现在我国农业信息产业化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品作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一定的直接亏损,为避免这种在运输中

一是我国农业信息缺乏大型实用的专业数据库。由于网络平

造成的损失,这非常需要专业的工人和专业的设备进行操作。现

台交易是虚拟交易,农业电子商务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管的作

在,在农副产品物流上还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方面,比如,

用和规范网络平台交易,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网络平台交

农产品市场的结构不平滑、不理想,大多数的农副产品市场尚不

易市场,惩治虚假、欺诈,促进农户公平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及

够成熟,管理水平不高,总的服务功能不强,导致市井混乱；农业

发挥市场调节功能。但是,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在这方面的监督

专门的物流建设缺乏,企业依旧热衷于习惯性的分散自主经营

管理力度较低,最主要原因是由于信息的基础工作还够成熟

的物流方式。

和完善,缺少实用的大型数据库,使得信息的保存不够全面。

2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应用的必要性

二是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网站的专业性和实用性不成熟,由于

2.1促进我国农业信息化并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工业化建设尚未完成的基础

粮食农作物是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如果我国农业不能及

上,因此注定我国的农业信息化进程具有更复杂、更艰巨和需

时提供粮食农作物和生活必备的食品,那么,广大人民的正常生

要更长期的坚持的特点。

活就会被打乱甚至引发更严重的情形,同时,各行各业的生产也

3.2我国农产品作物严重滞留

会相继受到影响。因此我国要大力促进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实现

我国农业专业的交易市场建设供给滞后,据市场调查:随

农业信息化、农业产业化,而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应用在一定程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度上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带动着全球

后,广大消费者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开始对农副产品的种类

信息的迅速流动,文章前面提到：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随互联网

需求越来越多,同时对农产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农产品

的发展应运而生,各大农业市场也逐渐跟上步伐,形成了以农业

交易、副食品加工贮存、物流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的农产品交

粮食生产、农业基本服务和农产品作物销售为三大基础类的各

易市场势在必行。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专业农产品交易

种农业电子商务销售网站平台。这使得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

市场仍然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近年来各

同时还可以使大多农户富裕起来,使他们率先进入小康生活之

项强农惠农政策的颁布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一步发展

列,走上大家共同富裕之路。

促进市场的进一步繁荣,政府对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大力度

2.2提高农业和农产品竞争能力

支持,农产品交易批发市场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我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农产品作物借质量以及

国农业专业的交易市场建设供给滞后,这严重影响了农民的

价格优势来挤压我国农产品作物市场,我国农业市场面临的竞

增收。随着这几年我国农产品作物结构的调整的有力推进,农

争更加残酷。加强我国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标准化的建设,是持续

业的产业化有了巨大提升,农业的产业化组织、各类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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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组织都在逐年增加,但是这些带动力仍然不够强劲,农
产品交易市场与农户的分散生产模式之间仍然缺少了有效的组
织规模形式和宏观的指导。

4.3采取多样的措施让农业生产者懂得电子商务
从不同渠道和平台大力宣传农业电子商务,开展与农业信
息化相关的知识培训,加大力度培养专业信息人才,并结合其他

4 建议

的有效通讯手段,大力实施农业信息的远程教育。除此之外,还

农业电子商务是农业信息的流动平台,农产品物资的购买、

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一些懂电子商务综合业务流程的相关的技

农业技术的支持以及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广告以及货

术人员充实到我国农业信息化的队伍中去,形成一支具备定农

款支付等,都伴随着农业信息的流动,农业信息是整个农业大市

业电商知识且结构合理的、能为农产品交易提供信息服务的队

场的纽带,电子商务技术要在农业中加以应用,更加有效地发展

伍。创新是提高农业电子商务水平的有效方式之一,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应采取以下措施：

我国农产品无论是从市场定位、产品包装、品牌建设以及服务,

4.1加快农业产业信息化发展、规范农业信息服务

还是农产品的促销等环节与手段都并没有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充

政府要随时给予支持,尽力改善农业信息建设的环境。农

分的应用,通过建立农业电子商务网站,根据农产品的特点进行

业产业信息化围绕经济效益展开的,是以农产品龙头企业或

特色农产品网上推销,为消费者提供严密的订货、付款、货物的

交易市场为导向的。在这种机制下,农产品种植者自主决策生

配送等一系列的售前和售后服务。这不仅培养我国高素质的新

产,通过农产品合作社等中间组织为纽带,在农业市场的调节

型农民,也在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步伐。

机制的作用下将农业生产过程的农业生产前、农业生产中、

5 结束语

农业生产后三个环节连结为一个有机产业系统。政府应利用

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农村互联网建设蒸蒸日上,更多的新

现行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等多种在农村

一代农民对互联网越来越熟悉,网络交易也越来越规范化,农业

中已经普及的通讯手段,建立起覆盖郊县区、乡镇、村庄的农

电子商务平台也必将走进农业生产从业者的视线,农业电子商

业现代化信息网络,为我国农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大

务平台可以实现更加快速和更加可靠地网络化商务信息的相互

力和有效的支持和引导。同时,政府也要加强管理,规范农业

交流和彼此业务交易,增加农民收入,这克服了传统商务模式给

信息服务。

农业经济带来的不和谐问题,为新农村的建设在信息化时代贡
献一份力量。

4.2完善农产品物流
加强农产品作物物流体系的最基本的设施,建立相应的供
应链系统及物流系统,可以加快我国农业电子商务的进程。由于
我国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都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性、地域性特征,
因此要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将不同地域和不同季节的农
产品作物紧密的结合起来,还需要借助电子商务平台与农业生
产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信息交流系统和可以有效提升农产品
供应链服务的农业物流系统。农业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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