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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s an important asset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every way and for 

realizing the great "Chinese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xt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is behi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unclear poverty situation and 

an in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lay ahead.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status quo in rural 

areas such as Huanren and Xinbin,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build an e-commerce platform 

for the util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by way of "Internet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establish 

network marketing channels, solve the issues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sal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mote areas, and also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upporting aspirations and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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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而精准扶贫的背后是粗放扶

贫，过去粗放扶贫存在对贫困状况不明、指向不准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结合辽宁省桓仁、新宾等

贫困地区对农业产业现状进行归纳，试图提出搭建电商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农产品

销售”的方式，建立网络营销渠道，解决偏远地区信息不对称以及农产品销售难题，达到扶志扶智目的。 

关键词：精准扶贫，农业，电商平台 

 

1. 前言 

现今是“十三五”时期最后阶段，我国正处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紧要关头，下一步将要迎接全面小康的新时

代。但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在辽宁省部分地区还存在贫

困农户的现状，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户脱贫，推广当

地特色农产品，塑造品牌，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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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电商平台在网络上销售农产品就是一条脱贫致富

的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由之前的“送钱、送牲

畜”的输血式扶贫转变为“拓资源开渠道”的造血式扶贫

方式，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不仅能让贫困农户用自

己劳动的双手去创造财富脱去贫困帽子，而且在实践过

程中更能锻炼新时代大学生青年的创新精神，实干精

神，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1.1.研究问题 

我国电商平台经过十几年时间的发展，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例如淘宝、京东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两家网络销

售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但对于贫困地区而言，所处地理位置偏远、普遍留守年

龄偏大、网络基础设施不全等问题，导致电商普及困难。

党和政府已经专门针对推以上困难出台了相关政策，支

持电商扶贫。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本文重点研究以下

问题：1.辽宁省贫困地区贫困原因是什么？2.当地农业

产业发展怎么样？3.通过什么技术搭建适合贫困地区的

电商平台？4.如何更好的基于精准扶贫推进电商扶贫？

接下来本文将系统性的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1.2.研究综述 

1.2.1.电子商务平台的研究现状 

电商平台是将互联网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结合形成

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买卖双方通过不见面就能进

行各种商贸活动。买家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上买到想要

的商品。卖家通过网络的基础设施、支付、安全、管理

平台等共享资源，极大的降低了生产成本。 

电商平台的搭建在设计理论方面上包括数据层（创

建数据库处理和储存用户信息）、业务层（作为应用软

件的业务逻辑存放在服务器中）、表示层（接受和显示

数据为用户提供交互）[1]。在销售实践方面，以全国最

大的电商销售平台——淘宝为例，淘宝电商平台以互联

网技术为基础，直接作用于商品销售市场，改变生产要

素流通方式，迅速提升市场经济效益[2]。 

1.2.2.精准扶贫的研究现状 

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扶真贫、真扶贫”。
[3]在习近平作出“精准扶贫”重要指示后，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的纲要性文件——《决定》其中要求加大“互

联网＋”扶贫力度，加快贫困地区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实行电商扶贫[4]。 

制约农村发展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严重贫困的现象，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闭塞，物流不通，信息不对称。

在之前的扶贫过程中不计成本以“送钱、送牲畜等”物为

主，在短时间内看似取得成果的假象，但长期以来却在

逐渐消耗殆尽中返贫[5]。旧式的粗放式救济扶贫已经不

适合当前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应该是在国家开展的精

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利用网络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扶贫，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大趋势的新手段[6]。 

1.3.相关理论 

1.3.1.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

的，而信息资源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买卖双方

而言，其中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优势

地位。因此，它在买卖双方交易过程中它增加了买方的

选择成本也减少了卖方的销售量。 

电商平台的搭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农户建立专属

品牌扩大信息的透明度，减弱信息不对称。品牌本身是

一种信息，是建立在企业与消费者互动基础上的一座桥

梁，引导着消费者选择的方向。对于很多企业在品牌广

告上大量投资，目的就是在给消费者传递信誉、降低不

对称度和形成心理定势建立偏好。当消费者在需要某一

类似产品时，品牌效应就会体现出来，他们选择方向的

砝码更偏向具有品牌的一边。品牌的意义在于为消费者

降低选择成本，提高效率。 

1.3.2.精准扶贫理论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在 2013 年湖南湘

西考察时，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特征和结构的现实状

况首次作出的重要指示。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

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

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7]。第一，精确

识别。当地政府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审查识别贫困对象

及贫困原因、贫困程度等。第二，精确帮扶。实行“驻

村第一书记”责任制，制定帮扶措施，带领贫困群众脱

贫。第三，精确管理。建立贫困户信息网络系统对贫困

群众贫困程度实时跟进，确保扶到真正的贫困群众。由

于中国是人口基数大，在资源的配置利用上存在很大困

难，“精准扶贫”的实行，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利用，

极大的解决了社会不平等等诸多问题。 

2.辽宁省桓仁、新宾等贫困地区现状 

2.1.桓仁县特色农业产业现状 

2.1.1.桓龙湖畔冰葡萄 

桓仁县桓龙湖畔因其地理位置优越，是全球范围内

罕见冰葡萄生长的绝佳环境，被专家称为“黄金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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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位于北纬 41°造就生长季足够的积温，充足的光照，

被世界公认为是冰酒生产的绝佳地带。年产冰葡萄一般

在 4000 亩，最高产量能达到 8000 亩，之所以缩减产量

的原因是没有品牌，没有销售途径。当地农户大都借助

“张裕冰酒”这一品牌销售，所获利润微薄。 

2.1.2.桓仁大米 

桓仁县是国家级优质稻米生产基地，曾是清皇室贡

米基地。桓仁大米米粒长呈椭圆形，色泽清澄，富含植

物蛋白、各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生长环境优越，对气候、

阳光、水分、土壤要求颇高。而桓仁自然条件正好符合

它健康生长的要求，加之得到浑江提供水质，本身土壤

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及钾、氮、磷等元素。虽桓仁大米品

质优良，但销路比较狭窄，产量不高，去向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由农户留存自己食用，另一部分由外面的企业以

自制半成品的价格收购，获益极少。 

2.2.新宾县部分特色农业产业现状 

2.2.1.新宾大米 

新宾大米又称为生态富硒稻米，它与普通大米不

同，米质中富含镁、钾、硒等元素，硒元素特别丰富，

它具有抗癌的功效。当地自然环境优越无污染、气候湿

润、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优质硒米生产。并且通过严

格筛选被辽宁省列为水稻减化肥，减农药，双减工程示

范区。但该地区比较偏远，信息闭塞。与桓仁大米类似，

本身是优质大米，但因缺乏销售渠道，销售量偏低。 

2.2.2.新宾香菇 

香菇是新宾县的地方特产之一，因为桓仁县与新宾

县两地紧邻，农产品特色相近，所以香菇也是桓仁的地

方特产。新宾香菇富含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D 原和铁、

钾等营养成分，具有防癌抗癌，提高人体免疫力等功效。

县内的各乡镇几乎都有以香菇为主的产业，因此，新宾

香菇还作为地理标志性产品。 

2.3.对同类型农业产业分析、对照（以大米为
例） 

表 1  不同大米品种营养成分对照[8] 

营养成分 
大米品种/100g 

普通大米 桓仁大米 新宾大米 

蛋白质 7.4g 12~15g 6.87g 

硒 2.23μg 2.7μg 3.0~4.8μg 

 

从以上数据对比容易发现，桓仁大米比普通大米的

蛋白质和硒元素含量明显要高，特别是蛋白质，前者几

乎达到后者的两倍，这主要是因为桓仁地区地处浑江沿

岸，水质良好，土质肥沃，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大量有

机质及氮、磷、钾、硒等微量元素，所以长出的稻米内

含大量蛋白质。再看新宾大米与普通大米，在蛋白质含

量上相差不大，但在硒元素含量上，前者大约是后者的

两倍，这是因为新宾县被苏子河、太子河、富尔江三大

水系围绕，水源充沛无污染，水稻的土壤介于内含微量

元素含量高的砂土与粘土之间，特别是硒元素含量，比

一般的土壤要高。这就促成现在的新宾生态富硒大米，

经科学研究表明，硒元素对抗癌有显著的效果。 

2.4.辽宁省部分贫困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现状 

通过对辽宁省桓仁、新宾等贫困地区农业现状开展

调查，当地农业生态环境优良，农作物生长健康，具备

产出高质量农产品的条件。针对为什么当地农户依旧贫

困的问题，经梳理分析发现： 

1.由于地理环境决定的，贫困农户所处地区偏远，

教育水平偏低，对于互联网的应用基本没有，进而对外

界需求市场所知甚少。 

2.产业链条短、标准化和规模化程度不够，大多都

为自制半成品，经过简单的处理加工后只能作为半成品

销售，农产品附加值低。 

3.当地扶贫领导融资难，部分农作物生产周期长、

成本高，导致农产品利润率难以提高。 

4.当地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还存在着农业体量小，农

产品加工业难以做大，制约本身农业的发展。 

5.农产品经销商队伍弱，农产品“走出去”的能力弱，

优质农产品卖出去难，卖高价更难。 

6.大多数农产品都是“小众产品”规模小，经营者由

于自身营销意识和策略欠缺，并没有打造自身产品品

牌，导致自己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没有销售渠道。 

3.构建适合贫困地区电商平台的设计 

3.1.平台介绍及运营流程 

“农优购”是以精准扶贫为目的服务于辽宁省各贫

困地区的中小型网络营销平台。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数

据统计、拍摄并上传农业产品生产过程，对用户回馈的

信息对农户产品进行评定，方便用户根据评定等级进行

挑选产品。平台页面主要功能模块有用户登录、注册、

购物、服务、实时动态、个人中心等，实现用户的登录、

浏览、搜索、支付等一系列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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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台运营设计流程 

3.2.平台基础架构 

平台采用 Java、HTML、CSS 等技术编程实现本项目

的软件系统，确定平台架构选用 SSM 框架作为后端技术

的支持，数据库使用 MySQL，非关系型数据库使用 Redis，

前端页面以 HTML、CSS、jQuery 作为主要技术来构建页

面（选用 SSM 框架进行网站的搭建原因：SSM 是 Java

开发网站主流框架，能够快速，简单的进行 WEB 开发）。 

4.基于精准扶贫电商扶贫策略 

4.1.对接当地驻村书记开展教育培训 

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农户不仅经济上贫困，并且所

受教育水平偏低，对市场营销、电商平台等了解甚少。

第一步，团队与当地贫困村驻村书记进行对接，达成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精准扶贫的协议。第二步，由驻村书记

带领推广网络平台。第三步，由团队开展工作，举办公

益讲座进行精准扶贫政策宣传、电商知识培训、互联网

平台操作流程等。第四步，后期由驻村书记提供相关材

料（如当地特色农产品种类、产量、价格、贫困人口分

布等）、人员配合。团队则深入农村对各贫困农户具体考

察，统计、收集信息（如对农产品进行拍照、播种与收

割过程进行实时录制发布到平台上）。 

4.2.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品牌作为优质产品在市场上发出的信号，一方面它

向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直接判断产品质量的信息，显著

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另一方面它向生产者提供保持高

质量的激励，提高生产者的竞争优势。而在辽宁省贫困

地区存在很多具有地方农产品，而销售量低下的原因就

是当地农户不会打造产品品牌，缺乏社会的信任和知名

度。 

4.3.建立信誉机制 

信誉是消费者对商家产品质量和行为的主观评价。

消费者根据自己以往的购买经验和来自别人的推荐，会

对同一类但为不同生产者生产产品进行区别对待，倾向

于购买具有良好信用的农户的农产品，即使价格略高也

能接受。平台做到实地考查，实时发布农产品的生产过

程（从播种到收割）监督农户不弄虚作假，切实保障农

产品质量，为贫困农户建立长期良好的信誉。 

4.4.与微信平台合作 

在 300 份的调查问卷反馈显示，超过七成以上的使

用者不愿意下载平台软件，对平台的推广带来一定的困

难。鉴于微信软件已经大量普及，在其内部能插入小程

序不仅不需要使用者下载到手机桌面占据内存空间，而

且不需要开发者针对安卓和 iOS 两种不同系统分别设计

程序。团队通过与微信平台达成合作，将平台软件以小

程序的形式插入在微信平台上，方便安全。 

 
图 2  使用者对平台软件下载的意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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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本文结合精准扶贫通过辽宁省部分贫困地区农户现

状的实地调查，以及对电商平台扶贫模式的研究得出以

下结论： 

通过对电商扶贫思路的分析，在贫困地区建立起一

个网络营销平台服务体系，最主要的是与当地政府驻村

书记达成协议，紧密合作。其次，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

贫困农户的营销技能，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最终一定

能打赢脱贫攻坚战，提高贫困农户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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