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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创新模式探索
陈　颖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1450）

摘　要　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越来越普及，在当前农产品销售行业进行电商销售，将会提升“助农”效果，为农村电商的

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基于“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的现实需求，本文分析了电商助农的可行性，以及通过探析农

村电商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电商助农创新模式的实践，实现提升农产品的销量，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互联网 +”　农村电商　电商助农　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TP3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1）03-0028-02

1 “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的现实需求

随着科学技术部不断进步，“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为我国助农计划和策略带来新途径，也确保了助农效率的

不断提升 [1]。原来农产品只能在农民劳作所在地进行销售

交易，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逐渐凸显，农产品销售交易量

呈下降趋势，此情况的出现源于农民的售货途径相对单一，

销售方法不恰当。因此，相关单位要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

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协助农民对销售方法进行优化、调整，

并不断丰富销售途径。在“互联网 +”背景下，农民通过接

触到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逐渐认识到电商销售渠道的

优势，并将此模式合理运用到农产品的销售当中，通过电

商模式的有效利用，推动了农产品销售增长趋势 [2]。由此

可见，电商助农模式可以为农产品开辟、扩展出丰富多元

化的销售渠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产品销售的实际需要。

我国一直对农村发展建设关注度较高，并将其划为主要建

设区域，农村地区要想不断发展和进步，首先要有领先的

科学技术，由于部分地区受经济的限制，缺少相应技术的

支持，不利于当地的发展建设。网络技术不但能使销售途

径更丰富便捷，提高农产品的实际销售总量，对其他行业

也有很大帮助，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3]。

2 “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的可行性分析

2.1 国家全力扶持乡村振兴

因为我们国家大部分以农村为主，将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已经提高到国家层面，对于农业发展非常关注。其

中，在三农问题中，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更为重视，现处于“互

联网 +”时代，如何利用新型的电商模式来实现助农，帮助

农民走向致富的道路，政府一直在进行很多关于信息技术

的相关培训和讲座 [4]，支持“互联网 + 农产品”模式，也

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从而为电商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2 电商在农村发展空间大

据相关的资料显示，我国在去年的互联网产品销售量

中，农产品的销售额占互联网总额的 4.7%，并且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 [5]。由此可知，我国电商的发展将在农村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现在智能手机成为老百姓的必需品，

新媒体已经在农村地区普及开来，农民能够通过电商途径

进行农产品的销售。

2.3 电商发展提供信息技术保障

随着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信息技术被各行各业广泛

运用，在农产市场将会有大量的数据，这将给工作人员产

生巨大的信息量，对于海量的数据信息仅仅依靠人脑来处

理是以然不可能，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进行管理，根据大

数据有效掌握市场情况，深入分析农产品市场变动规律，

帮助及时制定决策，及时调整农产品营销方向。进而，国

家也加大了农村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商发展提供

了信息技术保障。

3 农村电商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3.1 农村中青年向城镇转移，人力资源短缺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全球化，我国城镇化建设力度不断

提高，农村地区的大部分适龄劳动力涌向城镇。农村许多

青壮年目光放在进城工作生活，老人儿童留守在家的现象

日益严重，导致农村地区人力资源紧张 [6]。另外一方面，

一般专业人才都选择大城市工作就业，农村地区科学技术、

农业生产等方面专业人才缺乏，使城乡发展进程逐渐拉大，

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建设。

3.2 缺乏技术人员指导，科技水平落后

目前，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首先要开创新

理念，也就是在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内在因素下，通过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实现农业生产发展。要想实现新理念，

必须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正确指导下才能完成。但目前我国

农村地区优质劳动力资源稀缺、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致使

其经济发展建设缓慢，人才空心化问题日益突出。

3.3 农村电商平台基础设施不完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我国电子商务的迅速

崛起和发展。目前，国家对农村电商越来越重视，农村电

商平台发展空间逐渐壮大。但在专业人才极度缺乏下，农

村电商平台缺陷逐渐凸显 [7]。例如，农村互联网覆盖区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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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电商平台相关设备不健全，许多农村电商依旧选用

原有销售形式，与快速发展的电商步伐不一致，以上情况

都阻碍了农村电商的发展进程。

3.4 农产品上行遭遇难题

现阶段由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物流产业

发展速度也在加快，电子商务平台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在“互联网 +”电商助农的背景下，不同的电商平

台接二连三的进入农村市场。但农村电商存在诸多缺点，

反应速度落后、延迟，品牌支持力度不大，信息技术发展

不均衡等情况，阻碍了农村电商互联网化发展进程。农产

品销售依旧依附于传统的销售模式，农产品销售进入艰难

时期。

4 “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创新模式的实践

分析

4.1 增强人员对电商模式的应用意识

在当前的电商助农创新模式中，大数据的应用意识不

言而喻，因此在电商模式创新的过程中，应该改进传统的

互联网销售方式。首先，应该增强在电商模式创新的过程

中，对大数据的运用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人们掌

握相关的知识，进而促进人们在面对相关的问题时，能够

主动利用大数据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自身在

大数据方面的技术掌握，在日常的电商中，才能够让人们

充分了解大数据的重要性，让其成为自己销售的主要手段，

这样才能够在电商运营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2 积极推进培养农民掌握信息技术

在“互联网 +”时代，进行电商助农模式的创新，离不

开相应人才的支持。所以为了更好的实现为了实现电商助

农模式的创新，为社会真正培育电子商务应用人才。首先，

可定期开展电商经营模式以及大数据运用的相关的讲座，

增强人们对于农产品销售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定期邀

请一些电商从业人员下农村，对农民进行讲座，能够让农

民了解当前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并且通过讲解，能够充

分了解电商的作用，从而保证农民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8]。最

后，可以建立电商微课程，让农民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

随时随地接受电商全新的知识，并且农民在长期的学习中，

能够将信息技术的习惯融于农产品销售中。

4.3 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构建农产品“云展厅”

在电商助农模式创新工作中，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依

托，创建农产品官方网页，为人们的产品销售和选购提供

信息平台，例如构建农产品“云展厅”，充分让消费者能

够熟知当地农产品文化，还能通过交流模块随时解答疑难

问题，其他消费者还能作为参考，进而能向消费者宣传农

产品。另外，通过构建农产品“云展厅”，还能及时掌握

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情况，既节省时间和场地，还可实现

线上线下为一体的销售。除此外，还可实施“产业助农”

项目，例如创建微信小程序—助农平台，实现云端监控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等全流程，达到提升农产品销售量。

4.4 积极引进技术人才

在进行电商助农中，往往容易忽视人员的专业能力，

要想实现农产品的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培养出一支专

业的技术人才队伍。这就要求相关的技术人员必须要熟练

掌握大数据技术，充分了解大数据的重要性。可定期组织

市场营销人员参加专业知识培训，不断完善企业内部薪酬

激励措施，并做好人才长久培养计划，促使相关人员的专

业能力的不断提高。另外，还可以通过引进专业人才机制，

聘请社会上专业人才，促进“互联网 + 农产品”模式快速

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助农计划

和策略带来新途径，也确保了助农效率的不断提升。国家

全力扶持乡村振兴，电商在农村发展空间大，电商发展提

供信息技术保障，社会观念意识的转变，将为电商形式进

行助农奠定很大的基础。本文通过探讨农村电商发展现状

及面临的挑战，实施“产业助农”模式的创新，积极推进

培养农民掌握信息技术，依托信息网络技术构建农产品“云

展厅”，积极引进技术人才，推动“互联网 +”电商助农的

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李昕昱 . 普惠金融视角下我国农村电商的商业模式特点
及创新发展的建议 [J]. 全国流通经济 ,2020(07):21-23.
[2]　刘宁 , 焦韵嘉 . 农村电商扶贫模式的内涵与创新 [J]. 电
子商务 ,2019(08):17-18.
[3]　刘婷 .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电商直播助力产业发展模式
研究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31(16):259-260.
[4]　李芳 , 石子豪 , 吴小林 . 互联网时代农产品电子商务平
台的创新模式研究 [J]. 信息记录材料 ,2019,20(12):190-191.
[5]　王超 , 张海佳 , 郑海新 .“互联网 +”背景下农产品 O 
2O 电商模式的发展探析 [J]. 台湾农业探索 ,2019(05):67-72.
[6]　彭成圆 , 赵建伟 , 蒋和平 , 等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
村电商创业的典型模式研究——以江苏省创业实践为例 [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06):14-23.
[7]　霍利华 .“互联网 +”视角下电商助农创新模式探索 [J].
投资与合作 ,2020(10):22-24.
[8]　雷瀚 , 信子豪 , 邵金 , 聂星 , 吴宇琦 .“互联网 +”视角
下电商助农创新模式探索——以六安市裕安区红石岩村为
例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37(02):27-2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