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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经济的模式正在被应用在很多行业,其在农村地区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
展。在时代的发展和农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需要合理应用互联网优化整合农村社会资源,有效推进农村
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使“大众创新创业”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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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act of Sharing Econom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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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l of sharing economy is being applied in many industries. Its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area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rationally use Internet to optimize and
integrate rural social resourc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rural supply-side reform, and
make "mas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come one of the "engines" to promote China'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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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数据处理和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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