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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时代全面来临之际,电商发展逐步演化为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重点,并成为推动社会经济
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助力剂。但是现阶段关于电商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我国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
仍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农村经济以及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传统的粮食种植、畜牧养殖等,受到相关
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农村地区的电商经济发展与城市衔接力度明显不足,更加无法通过电子商务来进一
步拉动地方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基于此,文章将对农村地区电商地域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展开相应的分
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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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analysis of rural e-commerce regionalization to help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Qing Jiang
Ya'an Polytechnic College, Ya’an
[Abstract] With the full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focus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and has become a boost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However,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urban
areas of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At present, the rural
economic income and farmers' economic income mainly rely on the traditional grain plant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etc., which is restricted and affected by relevant condi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in rural areas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rough e-commerce.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will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of e-commerce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rural e-commerce regionalization; loc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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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强化电商教育,加强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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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

使农村地区的电商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

地区经济的稳步建设。

院 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物流、

展。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招商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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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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