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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销售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户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多次提出电商助农,尤其是
近些年,随着移动终端的不断更新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因其操作简单、传播速度快
等优点迅速进入人们视野,在此基础上国家积极应用最新技术,在相关文件里面明确提出,支持电子商务
多种模式助力农村发展。本文着重分析网络直播在农产品销售领域的现状、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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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ebcas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Weicheng Wang
Luoy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ve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roblem perplexing farmer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tate repeatedly proposes e-commerce to help farmer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mobile terminal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webcast
and short video quickly enter people's vision because of their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and fast
propagation speed, on this basis, the state actively applies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clearly puts forward in
relevant documents to support various modes of e-commerce to help r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webcas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sales, and puts
forward the most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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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2016年的33.1%上升到2020年55.9%,
增 幅 达 到 22.8% 。 城 镇 网 络 普 及 率 从
69.1%上升到79.8%,增幅10.7%,具体如
图2所示。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农村互
联网普及率上升比例远大于城市。这为
农村网络直播打下基础。从网民结构看,
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
3.09亿,占网民整体的31.3%,较2020年3
月增长5471万；城镇网民规模为6.80亿,
占网民整体的68.7%,较2020年3月增长
3069万。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
互联网普及率为79.8%,较2020年3月提
升3.3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
图 1 2015-2020 年中国网民规模及互联网普及率

资料来源：CNNIC

为55.9%,较2020年3月提升9.7个百分
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
3月缩小6.4个百分点,如图3所示,未来农
村网民数量将进一步增加,这都为网络直
播在农村销售领域发力打下基础。
1.3农产品网络直播快速增长
自2014年电子商务进农村以来,全
国农村网络销售额不断增加,农产品销
售从2014年的1800亿元增长到2020年
1.79万亿元,带动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
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2020
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量的农

图 2 2016-2020 年中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资料来源：CNNIC

产品无法正常进行运输,农产品严重滞
销。网上店铺对于很多农民来说,缺乏相
应的运营知识,而网络直播因其流程简
单、操作容易迅速吸引大量农户,诸多农
户纷纷成为主播开启直播售货模式。同
样为克服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各位大
咖纷纷涌入网络主播行业为疫区提供帮
助,如央视新闻主持人、政府官员、各路
明星等纷纷开启农产品直播带货,这些
人本身自带流量,他们的加入无形中给
农村直播带货推上了一个新高度。同样
为紧跟直播带货的红利,各互联网公司
依据自身实际和需要紧锣密鼓地布局农
村直播,为农村产品销售提供帮助,多方

图 3 2016-2020 年中国网民城乡结构占比
本低,基本上一台手机,一个好脚本就可
以就可以直播,并能够迅速传播。

资料来源：CNNIC

的加入激发线上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带动
了农村直播带货的飞速发展。当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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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打下基础

报告》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村网络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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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户网络直播专业化程度不足,
销售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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