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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发展与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

*

———以山东曹县为例
□郭红东，刘晔虹，龚瑶莹，曲
［摘

江

要］ 以经济欠发达地区山东曹县为案例，探讨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电商平台兴

起的背景下，一个先天不足的农业大县如何借助电商实现产业兴旺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之路。 曹县
依托乡村传统产业，通过电商平台与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推动农民大规模创业就业，实现产业兴
旺、
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成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 ”的样本。 曹县实践
表明，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挖掘当地的优势产业 ，依靠电商赋能和政府赋能，激发农民创业活力，也
能实现产业兴旺，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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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1］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基础。 郭永田在研究中指
出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 ，为农民主体提供可靠的收入来源，也为乡村振兴汇聚人才，是
［2］

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 朱启臻基于乡村产业的社会学视角 ，提出产业兴旺的主体是广大农民和
［3］

［4］

农户，应发挥农民主体的主动性作用。 此外陈亮的研究也认为新农人的崛起也有利于乡村产业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 ，为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速的基础要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5］

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李扬等人认为在客观上要求有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电子商务凭借互联网优势，对传
统农业进 行 替 代 和 变 革，不 仅 能 打 破 市 场 地 域 上 的 限 制，有 助 于 解 决 市 场 信 息 滞 后 和 不 畅 通 的 问
题；

［6］（ P26 ～ 28）

［7］（ P72 ～ 74，
80）

也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流通成本和风险等，

［8］（ P157 ～ 161）

促进农产品上行和产业化。

农村电商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各大电商平台纷纷进军农村地区，例如阿里巴巴启动的
“千县万村”计划和苏宁易购大范围建设乡村服务站等 。电商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对乡村赋能，带来新的生产
［9］

要素对冲了传统农业产业交易成本的劣势 ，重塑了乡村产业竞争力。 另一方面政府也高度重视，出台了不
［10］

少支持政策。国家和各部门对推动电商的利好政策是农村电商发展的助推剂 。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①2018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1．37 万亿元，但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只有
2 305 亿元，只占总零售额 17%，农产品零售交易额占比极小，农村制品上行不畅通。 同时，在农村电商发展
的过程，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在一些地区这几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很好，促进了当地乡村振
兴，比如江苏省沭阳县凭借花卉苗木的传统产业优势 ，借助电子商务实现了农民增收和产业集聚； 山东曹县
通过电商赋能和政府的助推促进了农村传统表演服饰产业的发展 。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西部的一些地
区则发展缓慢。从已有研究看，学者们多围绕电商微观主体进行研究 ，普遍认为农村电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10］

发展机遇，但忽视了农村电子商务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同时很少有学者从一个典型县域的发展历程来研
究电子商务该如何促进乡村振兴。本文试图通过山东省曹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历程，总结农村电商发展所
*

收稿日期

2019-02-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淘宝村形成机理及其三农影响效应研究”（ 项目编号： 71673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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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关键要素，揭示农村电商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律 。

二、
田野点概况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选取的田野点为曹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于中国牡丹之都菏泽，地处鲁豫两省八县交界
处，南临商丘，北接菏泽，东靠单县，西濒兰考，总面积 1 969 平方公里，辖 5 个街道办事处，22 乡镇。 曹县素
有“商汤开国地、华夏第一都”之称，但也是山东省省级贫困县。曹县在发展上长期受到地理区位 、交通设施、
人口数量与素质、工业化基础等不利条件的限制，不具备电商发展的区位优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才与劳动力流失严重。 近年来，曹县政府通过电商兴县，利用电子商务激发
农村居民活力带动农村产业振兴 ，吸引人才返乡创业，通过“支部 + 电商”探索了电商带头人治理乡村的新模
式，带动了农村信息交流开放； 实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曹县产业、人才、组
织、生态和文化振兴，推进了农村产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发展 ，为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价值的
发展样本。2018 年曹县电子商务销售额达到了 158 亿元，淘宝村 ① 个数达 113 个，成为山东省首批电子商务
2018 年曹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88．3 亿元，同
示范县、全国最大的演出服产业集群、全国第三大淘宝村集群，
比增长 8．5%； 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7 亿元，可比增长 10．2%； 固定资产投资 190．6 亿元，增长 10%；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50．7 亿元，增长 11%； 实现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2011 年曹县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 524 元，到 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了近一番 ，达到 26 058 元。2018 年曹
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由 2010 年的 5 700 元提高到 12 652 元，实现了较大的增幅。曹县通过电商带
动扶贫，让贫困群众通过创业就业实现了脱贫致富，12 个省级贫困村成为中国“淘宝村 ”，实现了“整村脱
贫”，取得了斐然的成绩。通过电商直接带动脱贫 2 万余人，占全部脱贫人口的 20%，走出了一条“电商脱贫
致富”的新路径。值得思考的是，曹县电商的发展并非是依托天然优势 ，相反，在发展之初受种种不利条件制
约。在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数量全省第一的农业县 ，如何利用农村电子商务实现乡村振兴需要进一
步研究。
为了探讨山东曹县电商发展模式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本文采用了社会学的参与式观察法和定性与定量
分析法相结合。传统的参与式观察法，往往过于细究所调查的田野点中的微型变化 ，会受到繁琐信息和微小
细节的干扰，从而忽视了研究的整体性思考和视角。 费孝通先生提出田野调查 要 把 握 多 重 视 角 和 整 体
［11］（ P37 ～ 51）

观。

笔者于 2017 年底开始，对曹县电子商务发展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同时在山东省曹县县政

府挂职副县长一职，笔者身份的多重性———既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也作为研究者，对调查地点和研究对象能
有效地进行由点及面的结合。此外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6 月对曹县 16 个“淘宝村”和“非淘宝村”进行调研以
获得微观数据，为后续研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奠定数据基础 ，也为本文提供了多重观察的视角。 本文
的研究是定位于曹县一个县域而展开的多点民族志 ，通过笔者亲身参与观察与团队实地调研 ，针对曹县农村
电商的情况展开系统性、全面性剖析。

三、
曹县农村电商发展的实践
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数量全省第一的农业县 ，电商是如何在这里萌芽和发展的呢？ 政府该以何
种角色何时介入推动呢？ 作为农村产业的经营主体将如何在网商普及和产业饱和的大环境中寻求转型之
路。在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融合转型过程中 ，该如何主动地去选择和适应？ 带着这样的思考，本研究通过实
地调研，辅之以各阶段典型的案例，就此展开讨论曹县农村电商发展各个阶段的关键要素及其模式 。
①

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进程中，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凭借进入门槛低、技术难度小、初始资金需求量少等优势，成为

农民参与电子商务的主要阵地。也正因为目前农村网商主要是以淘宝网为交易平台，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人们习惯
上将电商专业村称为“淘宝村”。

50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2019 年第 5 期
（ 一） 电商赋能与能人引领农村电商自发发展 （ 2008 ～ 2012 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产业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要利用各大电商平台 ，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商。 电商平
台的发展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能 ，助力产业兴旺、乡村振兴。 在过去的几年间，电商平台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当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农村电商产业每年保持了 50% 以上的增长势头，不仅创造了新的消费
需求、引发了新的投资热潮、开辟了就业增收新渠道，也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新空间。 同时其正加速
与制造业融合，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催生新兴业态，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正是电子商务的快速
发展，为曹县农村电商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平台 ，逐步形成了“点上带动、面上开花、特色鲜明”的良好局面。
曹县拥有 175 万的人口基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发觞于普通民众之中 。 曹县
的电子商务萌芽于草根创业。2008 年以前曹县产业不强、经济不发达、工资水平低，迫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外出寻找就业机会。本地有一些零散的小作坊从事影楼的配套布景 、装饰品和服饰的生产，基本靠“肩扛背
挑”到外地去推销。曹县的年轻人在外地上学毕业后大多数选择继续在外就业 ，并没有回到家乡。 而恰恰也
是这些年轻人在外学习工作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互联网 ，直接或间接地学习到了电商知识和技能 ，一些头脑灵
活的务工者意识到可以通过互联网给家乡带来某些改变 ，于是回到家乡尝试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售卖家乡的
产品，开始了他们的探索和致富之路。2008 年电商带来的改变悄然蔓延。 中国的农村也是一个“熟人 ”社
会，人们世居于此，互动频繁，返乡创业者的成果很容易被周边的亲戚、朋友和村民观察接受并形成示范效
应。他们开始看到电商发展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 ，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贫困现状提高收入水平的绝佳机会 ，
便纷纷投身电商创业和就业，曹县电商发展的萌芽由此开始。 费敬成为在曹县电商兴起过程中率先尝试的
领跑者。
案例 1： 回乡创业青年费敬
1989 年出生于曹县安才楼镇安许村。2006 年高中毕业后去了上海寻求就业机会，在打工期间接
费敬，
触了淘宝网。他的家乡安才楼镇安许楼村，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生产加工影楼摄影服装的传统，他联
想到家乡既有的影视楼用品产业，萌生了在网上开个淘宝店试着卖一卖的想法 。2008 年 3 月，费敬从上海返
乡后，做起了自己的第一家淘宝店，也是曹县的第一家淘宝店。 在逐渐的摸索中，费敬掌握了电商销售的门
路，打开了线上销售的市场。2009 年，他找到了一款适合的产品———学位服，到了毕业季，各个学校需求量很
大，这一年，他的营业额突破了 100 万。也是在这一年，费敬身边开始有人向他打听，学习如何开网店。 在他
的带动下，安许楼村及周边 7 个村庄都发展成为“淘宝村”，给曹县农村产业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
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出去务工过的村民 ，他们看到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契机之后抓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 ，他
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从一个农民意识到电子商务发展的机会，随后抓住了电子商务发展的市场，这是一种自
发性的电商思维，或者说企业家思维形成的过程。农村能人自发性的创业思维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创业氛围 ，
在熟人社会里，电商知识和经验的分享引领了曹县农村电商创业的新潮 。
案例 2： 村民创业代表任庆生
任庆生是丁楼村的现任村支部书记 。2009 年 9 月，他在淘宝上开了自己家的第一个网店。 开网店缘起
于妻子与同村电商达人葛秀丽的取经 。当妻子提议买一台电脑在网上开店的时候他强烈反对 。 从勉强买电
脑、接网线，到卖出了第一单、买家确认收货、货款到账之前，任庆生都一直怀疑、犹豫和忐忑。2010 年 4 月，
他们的淘宝店卖出了第一单，买家要了 36 套影楼服饰，刨除成本他们净赚了 600 多元。2012 年网店全年的
销售额超过了 15 万元。2016 年任庆生又在速卖通平台上做起了跨境电商 。目前，任庆生的表演服饰产品已
销往七八个海外国家。他凭借着自己对产品的理解、对市场的把握以及对电商销售模式的体验 ，尝试自主地
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以此助力电商销售。在凭借着电商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时 ，他也不忘提携身边的父老乡
亲共同致富。全村开始纷纷开网店，坚守了 20 多年传统服饰加工销售的丁楼村，借助“淘宝网 ”这个电子商
务平台得以升级转型，村民开始积极参与网络市场的交易和竞争 。
能人引领是农村产业兴旺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助推器 ，通过激活农村能人的资源，释放能人效应，不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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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财富资源，更重要的是逐渐改变了偏远地区群众的传统思想 。与此同时，电商平台带来的产业发展契机
不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帮助他们实现长期稳定增收、摆脱贫困。 曹县的电子商务萌芽以
草根创业为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县域电商发展模式，起源于农民的草根创业活力和创新精神 。
（ 二） 政府适时介入推动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 2013 年至今）
曹县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草根创业 ，由早期成功的电商带头人“以点带面 ”而形成的
示范效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在进入发展期之后，政府的及时介入并实施一系列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举
措，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案例 3： 电商发源村； 曹县大集镇丁楼村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一些村民做影楼布景和摄影服饰生意，村
曹县大集镇丁楼村是一个传统农村村落 ，
民任庆生 2009 年开始在淘宝上开网店买影楼服饰 ，在他带动下全村家家户户通过淘宝网开设网店销售演出
服、摄影服。但最初当地政府并不知道这个村村民开网店情况 ，直到 2013 年 4 月份，大集镇新一届镇党委政
府在大集镇丁楼村消防安全检查时 ，才发现丁楼村家家户户通过淘宝网开设网店销售演出服、摄影服，生意
很火爆。镇党委政府意识到电商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好模式 ，应大力支持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
发现村民自发发展也面临不少问题 ： 一是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道路不宽，影响物流，网络太慢，影响交易； 二
是没有注册公司，不能开发票，影响经营规模扩大； 三是发展空间太小，存在安全隐患； 四是缺乏开网店知识；
五是流动资金缺乏。经过充分论证后，大集镇果断提出了“淘宝兴镇”的发展理念，迅速成立了大集镇淘宝产
业发展办公室，主动作为，解决农民淘宝创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解决发展中难题。 一是改善基础设施，拓宽
道路和接入光纤网入户； 二是政府出资，派专人帮助办理注册公司手续，解决索要发票难的问题； 三是整合利
用闲置土地，改造简易厂房，解决空间不足的难题； 四是聘请淘宝大学讲师和专家授课，为网商答疑解惑，提
高开店的成功率； 五是扩宽融资渠道，组织银企对接，成立资金互助部，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全镇形成了“人
人谈网购，户户开网店，企业做龙头，政府做后盾 ”的浓厚发展氛围。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丁楼村的电商快
2015 年丁楼村的电商销售额达到了 1．8 亿元，丁楼村居民人均
速发展同时带动了大集镇其他周边村的发展 ，
收入已达到 18 000 元，大集镇的电商销售额达到了 12 亿元。2015 年在第三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大集
镇被授予中国“淘宝镇”，大集镇的 17 个行政村被授予中国“淘宝村”称号。
在此期间，曹县电商形成“以点带点，由点触面”的发展趋势，大集镇的电商溢出效应逐步展现 ，周边村镇
的村民们也开始学习和尝试电商创业 。
曹县政府因势利导从 2013 年开始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专门成立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建了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配备专门的人员和经费用于支持全县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同时还专门
组，
出台了《中共曹县县委、曹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县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 》等文件，从人才培训、用地
以及资金等方面，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 曹县政府通过培训促动、典型带动、宣传推动、行政配套、政策
先行和提供服务等方面，发挥推力作用来激发市场活力、打造发展环境，促进电商发展。
2016 年发布“致返乡大学生的一
在人才培养和引进方面，曹县政府积极组织电商培训班培养电商人才 ，
封信”号召大学生返乡就业、创业，举办曹县返乡创业大会吸引博士、海归等优秀人才回乡建设。2017 年返
乡创业人数达 7 750 人，为曹县电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将电商与脱贫结合起来，打造“一村一品 ”上行
农产品、组织“一人一岗”贫困户到电商企业工作调动贫困户的积极性 ，带动贫困人口脱贫； 在组织建设方面，
选举电商优秀带头人做村支书、人大代表，通过典型带动的方式带动电商发展 。 并且配套科级单位电商服务
中心、乡镇电商领导小组服务电商发展 ，培养和引入从电商经营主体到电商服务商等多种社会力量，吸引物
流、美工、金融等服务商进入，为电商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
曹县政府还在建立产业载体、引入资金支持和完善产业环境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特别是大力建设公路、网路、快递等基础设施。2017 年完成农村道路改造 1 205 公里，其中，为电商村改
造道路 186．9 公里，占比 15．5%。2017 年曹县实现农村电网改造里程 3 009．2 千米，网络到村覆盖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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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极大程度地改善了电商发展的条件 。在此期间，曹县政府不断健全推进机制，夯实工作基础； 打造载体
平台，放大聚集效应； 完善基础配套，创优服务环境； 突出品牌塑造，促进产业升级。 曹县经营电商的环境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2017 年，全县有大型电商园区 6 家，各类电商企业 3 500 多家、网店 4．7 万家，规模以上企
业触网达到 70%。
在曹县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政府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大量的服务，打
造了优良的发展环境。在曹县电商发展模式中，实际上政府并不是直接去推动、去带给农民什么，而是激发
农民身上的自我的活力，去促使农民有更强的创业的决心，去带动农民自身的发展。 同时，曹县政府凭借其
信息优势，将电商发展与产业、资源优势相匹配，帮助传统产业在电商转型中找准定位 。 在这个过程中，曹县
电商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产业链深化 、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在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合
的发展状态。
历经了十年的发展，整个曹县已经形成了网商、政府、服务商核心角色高效联动，各类辅助角色规范有
序、
彼此协作、共同发力，线上线下载体布局完善，软件硬件相互助力的健康型电商生态体系 。 在此过程中形
成了曹县电商特有“一核两翼”的模式，即以人为本，电商平台 （ 市场 ） 与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通过农民的大
规模电商创业就业实现乡村振兴。随着电商产业的深入发展和阶段性成果的获得，曹县的电子商务发展的
影响力从山东省扩散到全国，农村电商发展业界开始广泛关注“曹县电商发展模式”，即依托信息技术和网络
化全球市场、曹县服务型政府等两个主导因素 ，激活了农民创业创新、产业发展和农村振兴等三个关键环节 ，
形成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
（ 三） 曹县电商发展促进乡村振兴
1． 诸多产业齐头并进
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传统有基础的演出服产业对接了全国市场的需求 ，全国消费者需求的丰富和
多样性通过互联网快速地反馈给经营者和生产者 ，从而催生了配套产业的集群效应。 在发展过程中，曹县电
商及相关产业呈现出“3 + 1”集聚模式，即三大产业集群加一个跨境电商产业带： 一是表演服产业集群，二是
木制品产业集群，三是农副产品产业集群，以及木制品跨境电商产业带。曹县电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县
域经济的转型发展，主要体现在： 一是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县域淘宝村范围的扩大。 例如表演服饰产业，由大
集镇丁楼村延伸到大集镇其他乡村及周边乡镇 ，再延伸到偏远乡镇。 二是产业集聚推动淘宝村产业的成熟
发展。在演出服产业的带动下，电商产业延伸到传统的木制工艺品 、农副产品等，淘宝村在曹县遍地开花，县
域经济各个产业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领域深化 。
2． 农民幸福指数提升
曹县通过电商发展实现产业兴旺，提高了农民收入，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建立了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让
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例如，在拥有家庭汽车的数量上，曹县农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的比
例从 8% 提升到了 13%，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拥有自家生活用的小汽车 ，在一些电商产业集中的乡镇，汽车拥
有比例已经超过 50%。①
3． 扶贫脱贫成绩斐然
电商扶贫成为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一种路径与模式 。2018 年曹县有关部门共完成电商培训
150 余期，培养农村青年电商专业人才，实现了每个贫困村至少有 1 名电商扶贫专业人才，形成了一支懂信息
技术、会电商经营、能带动脱贫的本土电商扶贫队伍 。通过贫困农户创业型、能人大户引领型、龙头企业带动
型、乡村干部服务型等多种模式，贫困村和贫困户借淘宝等电商平台的助力实现脱贫。 据曹县政府 2018 年
工作报告，全县 943 个扶贫车间中有 20% 是电商扶贫车间，电商直接带动 2 万余人精准脱贫，占全部脱贫人
12 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口的 20%，
①

数据来源： 山东省菏泽市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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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乡风文明生态宜居
农村电商的发展，加强了农民与外界的联系，不仅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还改变了群众的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解决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的问题，一家人欢聚一堂其
乐融融的现象越来越多，促进了社会和谐，也为农村带来了美丽与文明。 在众多的淘宝村，医疗、教育、环卫、
娱乐等设施配套齐全，村容村貌整洁宜居，百姓安居乐业。 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态的振兴，曹县乡村整体呈现
出百姓富、乡村美的良好局面。
5． 三治融合治理有效
曹县率先探索了“支部带动电商 ”和“电商带头人治理乡村 ”的双管齐下新乡村治理模式。 在发展过程
中，
村支部书记为村民解决用地、用电、培训、资源等各种问题，积极推动产业发展，通过发展电商产业，村班
子凝聚力、号召力得到显著提升，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此外，曹县还引入了腾讯的“为村 ”平台，进行村务公
开，全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新尝试。61 个县直部门和金融机构入驻“为村 ”平台办事大厅，村民可以通过“为
村”平台就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效率，形成了村民参与村务的良好氛围。 目前，曹县地
区拥有全国最大的“为村”集群，上线“为村 ”810 个，实现全县覆盖，为村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认证村民数
308 796 人，认证党员 13 650 ① 人。曹县“为村”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企业开发、村民参与的治理创新范本。
曹县实践表明，电子商务可以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促进农村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 曹
县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草根创业 ，由早期成功的电商带头人“以点带面 ”而形成的示范效
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在进入发展期之后，政府的及时介入并实施一系列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举措，起到
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曹县通过十年探索形成了“一核两翼”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依托乡村传统产业，通过电
商平台与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推动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就业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新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样本。各地政府应充分挖掘当地的优势产业，通过电商赋能和
政府赋能，激发农民创业活力，实现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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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Caoxian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GUO Hong-dong LIU Ye-hong GONG Yao-ying QU Jiang
（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Caoxi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y with inherent disadvantages boosts its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refore revitalizes the county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e-commerce platforms． By means of two-way empowerment from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the county relies on traditional rural industries to encourage the mass rural entrepreneurship，achieving industrial prosperity，good ecology，rural civilization，effective governance，rich life of the new countryside
and becoming a new sample of "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The case of Caoxian County show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local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to stimulate th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mong peasants，to realize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e-commerce and government
empowerment．

Key Words： rural e-commerce； industry upgrade；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y economy； Caoxian County of
Shando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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