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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and necessary of
Shanxi Province, the rural e-commerce marketing model and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anxi Province rural e-commerce marketing model
was advanced, to enhance the Shanxi Province rur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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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和环境分析，对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及其发展进行阐述，
提出了促进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发展的策略，以提升山西省农村农产品营销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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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我国重点施行了“电子商务发展行动计划”和“‘互联网 ＋ 流通’行动计划”，这为我国
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及标准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计划的施行不但推动了电子商务走进中小城市、
走进社区甚至走进农村，拓展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范围，而且加强了电子商务的创新及应用，更加完善了
电子商务的服务支撑体系。随着电子商务长足的发展，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

2. 山西省发展农村电商的必要性
2016 年中国网民数量将超过 8 亿，在新增的网民中，将有 25%来自农村[1]。从区域上看，中国的电
子商务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以及环渤海三角地区较为发达[2]。但是随互
联网普及率的升高，电子商务的发展已经扩展到内陆地区，其中，中西部的农村发展电子商务迅速。其
中山西省农村电商呈现强劲发展态势。

2.1. 山西省发展农村电商发展基础
2017 年 2 月 5 日，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
能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文件要求推动商贸、供销邮政、电商互联互通，加强从村到乡镇的物流
体系建设，实施快递下乡工程。2015 年 7 月 20 日山西省商务厅发布《关于印发山西省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将山西省垣曲县、静乐县、左权县、兴县、武乡县、陵川县、侯马市、
清徐县等 8 个县(市)确定为 2015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2016 年 4 月 11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要到 2020 年，在全省培育 30 个具有
典型带动作用的农村电子商务示范县，示范县将围绕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和农产品销售、开拓农村消费市
场、带动农村扶贫开发、以及推动农村流通现代化等等方面展开。
山西省以其独特的地理特征，具备多种特色农产品种植的先天条件，特色农产品不仅包括区域分布
上的特色品种，还包括特色品种深加工的农产品，具备很好得农产品供给条件。

2.2. 山西省发展电子商务的目的及意义
山西省农村生产模式以小农生产的模式为主，生产和销售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电子商务可以统一规
划，完善农业产业链。从而解决生产和销售的脱节。农村电子商务可以通过促进农产品网上交易、促进
农民网上销售和消费、促进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从而实现品牌化、国际化，在同步的信息中与全球
市场对接。这一特点能有效的解决山西省农产品销售中存在的生产和销售脱节的问题。在 2015 年山西省
各地电子商务销售额数据统计中显示，山西省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良好。如图 1 所示。
农村电商的发展态势的良好，取决于开展农村电商的积极意义。

3. 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发展现状
据统计 2015 年，山西省农村网民人数达 668.1 万人，占全省网民的三分之一[3]。同时，山西省“互
联网+”行动、“宽带山西”建设开始实施，宽带速率增长 98%，资费下降大于 30%。涉及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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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西各地市电子商务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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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commerce sales volume (unit: ten thousand yuan)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15
图 1. 2015 年山西各地市电子商务销售额(单位：万元)

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互联网企业大量兴起的同时，将业务推广到农村、农业领域，推动了农村电
商发展。山西省涉农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增多，其销售模式以 B2B、B2C、O2O 等运作模式为主。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指进行产品或服务交易的双方都是商家，他们借助互联网技术或电子商务
平台完成交易。山西部分电商企业采用 B2B 运营模式，但采用这种营销模式的企业为保证对上下游企业
的供应，往往会增加仓储量，从而就加重了企业物流仓储的风险，且这种模式对下游销售渠道及终端客
户的关注也不够。
B2C (Business to Consumer)具体是指企业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将产品或服务销售给个人消费者的一种
营销模式。就现实来看，山西省企业采用的 B2C 体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企业与专业电子商务的企业合
作进行产品营销；第二种是企业自己独立从事产品或服务的电子商务运营。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电子商务
知识和系统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农业生产者难以自己进行电子商务的运营，因此主要采取第一种 B2C
模式开展农产品的营销活动。这种模式需向专业电商企业分配足够的利润，故农户和本土企业利润值
较低。
C2C (Consumer to Consumer)是连接用户与用户，通过网络进行产品与服务交易的电子商务形式，这
种模式对解决散户在销售过程中的弱势地位有所帮助。但由于缺乏组织和协调，网站上从事山西特色农
产品销售的商家龙蛇混杂，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致使消费者可能买到不正宗或假冒产品，而由此使山
西特色农产品的声誉将遭受损害，从而影响其销售。此外，农产品卖家为保证供应还需自建仓库，加大
了运营成本好经营风险。

4. 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山西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新产生得涉农电子商务企业在运营中选择了不同的营销
模式。但是，由于山西省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在营销模式以及与特色农产品营销结合方面还
存在一些问题。

4.1. 缺乏适应农村产品的电商营销模式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山西省涌现出一批电子商务企业，但很多电商企业在经营中各自为政、单打
独斗，或者直接套用现行的城市与工业品为主的电商营销模式，致使山西省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中问题百
出。小型涉农电子商务企业由于技术和营销模式得不合理难以形成规模，发展遭遇种种制约。发展起来
得农产品电商企业页没有利用资源和技术组建联盟。难以达到企业间优势互补，所以没有选出适应农产
品特点的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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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专业人才缺乏
山西省地形为黄土高原，地貌复杂，人口分布不均，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先天不足，后天难度大，
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覆盖率低；再者由于地形复杂增加了网络设施分布的难度，在成本上也比城市成本
高，对网络运营商而言成本和收益不成比例。另外山西省农村严重缺少电商人才。农产品供给者多为农
民，其知识水平普遍较低，运用计算机能力不强甚至，由于网络的不可触摸性，很多农民对于网络还比
较陌生，农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与信息化社会相对脱节，也导致了农产品营销的滞后。

4.3. 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化水平低
由于特殊的地形和不同海拔形成的不同温度，山西省农村拥有以小杂粮为主的丰富的农产品资源，
但由于农产品电子化水平低，农产品提供者电子商务营销意识淡薄，主要依赖传统市场的批发和零售，
造成山西省农产品牌混乱，低价营销成风，严重损害产业健康发展。

4.4. 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小，难以标准化销售
由于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低，在种植产品上采用的是小范围种植，规模小；同时在种植方式上，没有
经过系统的培训；导致即使在同一山段，不同的农户种植同一种农产品，在品质上也有所差异。

5. 山西省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发展建议
5.1. 创新农产品电商营销模式
山西省农村电子商务得发展需克服之前信息不畅得弱势，在保证农产品质量的基础上，通过优胜劣
汰，创新营销模式。如可以采用政府网站模式、灵活微商模式、直销定制模式进行农产品的电商营销。
利用自媒体的迅猛发展，充分利用微博、微商等营销模式，利用其无线、方便、快捷、低成本等诸多优
点，创新农产品电商模式。也可以采用直销定制模式，将市场细分，针对细分市场定制生产农产品，通
过丰富品类，抢占市场份额。

5.2. 建设基础设施、吸引专业人才
合理规划农村电子政务建设布局，有效使用政府信息化建设财政投入，加强新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
施建设，有步骤的实施建设计划。对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进行合理分配。可以从以下 5 个方面；
一鼓励合作社和企业同专业的电子商务公司合作，由专业的人员推行电子商务销售，同时培训合作社和
企业相关人员能进行基本的电商维护。二是利用目前的农村基础设施，开源节流；三是免费为农民提供
涉农企业和市场信息的服务，解决信息不畅的问题，解决涉农企业和农民在产、供、销信息中生产供给
和需求反差巨大的矛盾。四是各级政府和企业采用变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调动各级政府和企业参与农
业信息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五是提供相关政策吸引电商人才服务于农村电商企业。

5.3. 打造网络营销的特色产品，构建 O2O 模式的营销网络
协调运用不同的营销模式，构建营销网络。如选择 B2B 模式来营销特色农产品；选择 B2C 模式营销
小厂家或合作社经营的产品；选择 C2C 甚至 C2B 模式帮助小农户进行网络销售。并在 B2B、B2C、C2C
的基础上构建 O2O 模式的营销网络，推行平台建设，以“线上下单支付，线下实体体验”的模式，利用
农村的优质农副产品的特点，打造品牌，并在平台上将这些产品销售向城市，然后再将城里的高品质商
品和服务快速输送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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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引入“农商互联网＋”模式实现电子商务为县域经济服务
2015 年 5 月起，阿里巴巴集团启动了农村淘宝的“2.0”模式，合作伙伴从非专业化的小卖部，转变
成为专业化的“农村淘宝合伙人”[2]。农村淘宝合伙人的主要培养目标是那些思维灵活、有较强服务和
宣传意识、熟悉互联网和网购的本地人，尤其是返乡青年。这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山西
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可以利用诸如农村淘宝的模式，引入“农商互联网＋”模式实现电子商务为县域经
济服务。

6. 总结
选择合适的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对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山西，走向全国”有现实性的研究意义。同
时山西省开展农村电商打破市场交易的时空限制，使得生产经营有的放矢，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运营成
本，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方便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加速了信息的流通，同时扩展了销售范围，最终
创新农产品营销新模式。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必成为新载体来带动就业发展，也成为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
级的新引擎，更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増长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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