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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网络直播平台的广泛普及,电商直播近几年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以青年电商直播大赛的形式对农产品进行营销推广,通过分析青年电商直
播大赛模式的关键因素,借鉴以往青年电商直播大赛的举办情况及推广现状,探寻青年电商直播大赛营
销模式,期望能够为电商直播促进农产品推广及乡村振兴提供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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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arketing strategy of yout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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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wide popularization of webcast platform, e-commerce webcast has made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form of yout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competition. By analyzing the key factors of yout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competition mode,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holding and promotion status of yout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competition in the pas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rketing mode of youth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competition, hoping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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