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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验 收 报 告

2022 年 7月 9日至 2022年 9 月 9日，我公司接受偏关县工业和

信息化局委托，对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进行组织验

收，我们的验收依据是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验收工作的通知》（晋商建函〔2019〕420 号）及《关于督

促做好 2015-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验收工作的通知》。在

验收过程中，我们通过询问了解、查阅资料、实地勘查、现场核实等

方式，对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规范性管理、建设完

成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验收，现将项目验

收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偏关县地处黄河中上游黄土丘陵区，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

地势东高西低。全县辖 6镇 2乡，共 150 个行政村，425 个自然村。

全县总面积 1685.4 平方公里，总人口 10.39 万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之一。偏关县自然资源丰富，盛产小杂粮，主要有谷子、马铃薯、

糜子、黍子、黑豆、豌豆、莜麦、玉米等。2018 年 5 月山西省商务

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2018

年山西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商建

〔2018〕84号）文件，确定了偏关县为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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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申报范围县。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2018 年 7 月山西省财政

厅 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下达2018

年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二〔2018〕114 号）文

件，确定该项目补贴金额 1500 万元；2020 年 7 月山西省财政厅 山

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联合下发了《关于下达 2020年中

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二〔2020〕87 号）文件，

确定该项目尾款金额 500 万元；该项目共计总投资 2000 万元，全部

为中央财政资金。

偏关县人民政府及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

组，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编制了《偏关县创建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工作方案》、《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目

实施方案》，确定项目实施内容为：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及网点宣传建设（涉及原 4镇 6 乡共 123 个行政

村）、县域物流配送（仓储）中心建设、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体系和

网络营销体系建设、培训体系建设、电商产业奖励扶持、电商产业打

造供应链升级建设等。

（二）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偏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电商发展，坚持“政府引导、企

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发展理念，强化组织管理、全面压实

责任，成立了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领导组，由县

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县政府办、商务、财政、

扶贫办等为成员单位参与的领导机构，统筹调度项目实施。同时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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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偏关县创建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实施方案》、《偏

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目实施方案》，明确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和项目业主，进一步细化县委办、政府办、县商务局等成员

单位和全县 8个乡镇工作任务，做到责任到岗、分工到人，构建了齐

抓共管、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三）项目制度建设情况

偏关县人民政府及示范项目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偏关县创建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方案》、《偏关县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系列管理办法》、《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续建项目实施方案》、《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

产管理办法（试行）》、《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产

管理实施方案》、《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日常监管工作方

案》等一系列文件通知，为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规

范性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项目实施主体确认方式

按照财政部 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开展 2018年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山西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工作的通知》，偏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8 年 9 月委托东创项目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对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项目编

号： DCZBSX2018-61）的实施主体进行了公开招标，中标单位为山西

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偏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1 月委托山

西苏雅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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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项目编号：SXSYZB-2020-154）的实施主体也进行了公开招标，中

标单位也为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偏关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偏

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分别于与中标人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

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中标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及

金额签订了合同。

（五）监督检查

偏关县工业和信用化局加强项目的管理、监督，对专项资金进行

日常监督、检查，密切跟踪项目进展，及时发现并解决项目、资金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项目管理要求对项目运营情况进行检查，

对日常检查、临时抽查、现场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能够做到督导整

改，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将项目进展、查验

及资金拨付情况在偏关县政府公众信息网站进行公示，设立纪检、审

计举报窗口，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审查监督。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开展了项目的绩效评价，2020 年 8 月，商务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该

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被评定为良好等级；山西省商务厅委托第三方

评估机构对 2015 年-2020年共 52 个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进行全面检查评估，2022 年 6 月对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建设工作全面评估后得分 78.1分，全省总体排名 27 位，检查评

估结论为：“做得好，真正发挥作用”，项目评估合格。

二、项目验收范围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竣工验收，具体内容为：

1.电商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乡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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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服务站、村级（社区）电商服务点的设备设施、软件平台、标牌标

识的配备、场地租赁及装修；

2.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包括县级仓储物流中心、乡镇电商物流中

转站、村级物流配送站的设备设施、软件平台、标牌标识的配备、场

地租赁及装修；

3.农村电商培训体系建设，包括培训场地设备设施的配备、培训

资料的印发、学员、村级电商站点负责人等的培训；

4.供应链管理体系和网络营销体系建设，包括公共品牌、品牌打

造、供应链体系建设、溯源体系建设、质量体系认证建设、产品营销

中心设备设施、软件平台、标牌标识的配备、场地租赁及装修；

5.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建设，包括物流仓储场地车辆租

赁、房屋租赁及装修；

6.农产品进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服务中心场地租赁、品牌

推广渠道及全网营销体系建设；

7.电商经营户奖励扶持，包括支持农产品、文旅产品电商经营主

体、村级电商服务网点建设；

8.偏关产业打造供应链升级建设，包括农特产品生产设备设施的

配备。

三、项目验收依据

（一）文件依据

1.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扶贫开办工作室《关于印

发 2018 年山西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晋

商建〔2018〕8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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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加快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

通知》晋商建函〔2019〕420 号文件；

3.山西省商务厅《关于督促做好 2015-2020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验收工作的通知》文件；

4.偏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偏关县创建 2018 年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工作方案的通知》偏政办发〔2018〕66号文件；

5.偏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系列管理办法的通知》偏政办发〔2018〕181号文件；

6.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做

好 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财办建〔2020〕48

号文件；

7.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扶贫开办工作室《关于做

好 2020 年山西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晋商建

〔2020〕111号文件；

8.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偏电商组

字〔2020〕5 号文件；

9.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调整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偏电商组

字〔2021〕1 号文件；

10.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

下达 2018 年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二〔2018〕

114号）文件；

11.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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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 2020 年中央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晋财建二〔2020〕

87号）文件。

（二）其它依据

1.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

中标通知书；

2.《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合同书及项目预算资

金使用调整请示》；

3.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续建项目合同文件及补充协

议；

4.实施单位与施工、服务单位签订的各种合同；

5.《固定资产移交协议》、《资产委托代管协议》；

6.淘宝、拼多多、微店、京东、一亩田、有赞、1688等全网营销

体系搭建及运营服务合同；

7.电商氛围营造宣传服务合同及全网营销体系搭建及运营服务

合同；

8.电商培训方案、培训课件及培训人员签到表等培训资料；

9.品牌体系建设采购合同；

10.项目财务资料及其它相关资料等。

四、项目完成情况

（一）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完成情况

1.项目已建设完成 1 个集公共服务、运营指导、技术支持、创业

孵化、电商培训、宣传推广、产品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县级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并投入运营，总面积达 1000 平方米。包括影棚建设、

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办公设备、投影、电脑、打印机、LED 等相关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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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设施设备，积极发挥中心枢纽作用，合理统筹区域农村电子商务运

营、物流、培训和助农扶贫工作。偏关县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一楼为农

副产品、手工艺展区和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为孵化中心、产品研发室、

创客空间和培训中心。地下一层为摄影棚和线上产品包装箱和溯源系

统。主要功能有：农特产品展示体验、电商企业入驻办公、电商业务

培训、创业孵化、业务洽谈等功能，为农产品上行提供网店申请、店

铺装修、产品摄影、包装设计、策划营销、网店运营托管、品牌认证、

网店办理装修和运营、村站加盟、两品一标申请代办、产品溯源、电

商培训等服务，为全县电商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2.项目后续建设，加强了对农产品体验展示中心改造，优化了展

厅功能布局，细化了展品分类，保证展示功能和消费者体验最大化。

目前，农产品体验展示中心已投入使用，共入驻县域各企业展品 30

余类，商品 200余件，为宣传推广偏关优质安全农产品搭建了一个良

好的展示平台，进一步增强了消费者体验能力，为全县农特产品展示

宣传提供了坚实保障。

通过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的完成，结合偏关县实际情

况及发展需求，整合了政府资源、行业资源和第三方服务商资源，针

对当地特色农产品，为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网商等人群提供优质

的电子商务服务，构建了县域产品资源库。

（二）乡（镇）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建设完成情况

1. 全县原 10 个乡镇服务站已正常投入使用，123 个乡村级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站点已经全部建成，其中：脱贫村站点 47 个，其他行

政村站点 76 个，连同农村电商“三员村”，全县电商服务覆盖范围

达到 80%以上。村级电商站点配备了电脑、电视、前台、货架、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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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软硬件设施全部配备到位，乡村电商服务站点已具备电商知

识普及推广、政策宣传、代购代销、快递收发、充值缴费、代收代发、

驾校报名、保险咨询、便民服务等功能，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电商综

合服务。通过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县级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和

村镇站点工作的全面实施，形成了功能齐全、服务到位的电商公共服

务体系。

2.项目后续建设中，对重点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进一步改造提升，

对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各类必要设施设备进一步完善更新，努力建设一

批服务环境更加规范、服务设施更加健全、服务功能更加完善的标准

化营业网点，对运营指导及后期跟踪服务持续强化。各服务站点负责

人开通了美团优选团长端，各站点电商知识普及、代购代销服务、生

活便民服务、小额金融服务、农资购销服务、创业就业培训等服务功

能不断完善。

村级服务站点各类设备建设不断完善，与美团优选、商恒优选建

立了合作，具备代购代销服务、生活便民服务、小额金融服务、农资

购销等服务功能，业务自运营能力整体良好，为周围村民生产生活提

供了便利。

（三）县级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仓储分拣）中心建设完成情况

1.项目已建设完成 1 个集货物储存、分拣、配送、农产品检测等

功能的大型电商物流仓储中心，总建设面积 500 平米以上，已投入

运营。分拣中心共分为快递分拣区、上行产品区、下行产品区、打包

区、快递待发区等区域。整合了偏关汇通、顺丰、德邦等主要快递企

业，合理配置全县农村快递物流资源，在县物流配送中心进行统一分

拣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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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个乡镇已建设完成乡镇配送中心，具有物流仓储、快递收发、

电子商务、短期仓储及特色产品线下体验等功能。县级电商公共服务

中心协同县邮政、县交通等部门实现全县乡（镇）快递覆盖率维持在

100%。县电商中心与快递企业协商对农产品上行提速降费，物流成

本也随之降低。全县规划覆盖农村物流配送线路 4 条，时效控制在

72 小时内，农产品下乡实行免费配送，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畅

通了农产品进城和网货下乡，基本满足偏关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任

务，物流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显著提升。

3.采用租用大型冷藏库、大型冷链货运车辆的方式，持续加强冷

链物流体系建设改造工作，优化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结构，推动低温加

工改造升级，初步解决了初级农产品的仓储保鲜问题，延长农产品保

质期，扩宽农产品网货供应链。

偏关县电商物流体系整体运行良好，提升了全县快递物流资源在

物流配送中心进行统一分拣配送能力，基本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

题，提高了村民购物体验，为后续全县物流中心市场化运营打下基础。

（四）农村电商培训工作完成情况

偏关县严格按照《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人才培训

方案》要求，在项目建设期间，结合县级电商中心建设、村级站点建

设实施进度以及农产品上行前的准备工作，对机关、企业、合作社工

作人员和农民、个体户、私营业主、农村青年、返乡大学生、退伍军

人、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信息员、贫困户等创业人员，分级分层逐

批次按电商初中高不同阶段内容和侧重点进行电商项目培训。截止目

前，通过乡镇巡讲、贫困村巡讲、创业班培训、电商大讲堂、网红孵

化班、运营孵化班、村级站点负责人培训形式，共计培训 213场次，



11

培训人数 6453人，其中培训贫困人数 2140人。通过电商培训，带动

了贫困户就业创业。

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建设完成，培育了一批本土网红，提升了

农村电商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普及了电子商务知识，促进了农村电商

工作的扎实开展，为电子商务后续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完成情况

1.强化品牌培育。偏关县不断加大“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全县

有“三品一标”认证产品参与企业 7家，偏关小米和偏关羊肉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在功能食品的培育推广，偏关县省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和省级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山西益生元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电商平台，依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着

力打造“农庄之爱”牌小米、杂粮面系列产品；“粮言谷香”牌小米、

苦荞陈醋系列产品；“圣豆香”牌小米陈醋渍黑豆系列产品品牌推广

建设体系。公司生产的小米和小米苦荞陈醋皆荣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

中心“绿色食品”认证，“粮言谷香”小米陈醋获得中国(山西)特色

农产品交易博览会组委会“功能农产品品牌”。

2.强化地方区域公共品牌推出。对偏关县区域特色和本土文化进

行深入了解和调研，通过第三方专业设计部门，在多个可供选项的基

础上，经共同研究确定了偏关县公共区域品牌——“谷蕴偏关”。完

成公共品牌特色产品包装设计，新产品已经包装上架,线上通过自媒

体平台大力宣传，线下已在太原火车南站进行广告宣传工作，提高品

牌的宣传度和曝光量，完成了偏关县公共区域品牌的发布会暨农产品

展示展销会。

3.强化新产品研发。结合偏关县本地特色，研发了“椒盐杂粮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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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杂粮粥、小米锅巴、小米酥、杂粮饼干、自热羊杂”6 种适合偏

关县本地及互联网销售的产品。

通过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建设，建立了农特产品上行供应链、农

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农产品溯源系统，培育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持

续推动偏关县农特产品上行。

（六）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完成情况

1.销售渠道建设上，偏关县分别在“淘宝、拼多多、京东、苏宁、

1688、微信”等平台开展合作运营，按平台各自优势分别建立店铺和

信息联络机制。在有赞、淘宝、微信等平台开设偏关特产店。在京东

开设扶贫馆。在山西今日头条、抖音直播、快手直播等直播线上建立

销售渠道。

2.近年来，先后参加了全国扶贫日“五进”对接承销活动、天猫

双十一理想之城“家乡的味道”太原分会场活动、深度贫困地区农特

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农博会、“销售扶贫、兴农强农”美特好全球蛙

农产品展销会、2021 全国农商互联暨乡村振兴产销对接大会、全国

农商互联暨精准扶贫产销对接大会、2022 年“晋有好物”网络年货

节、偏关县特优农产品雄安新区促销、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

览会、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等多场大型农产品

推荐展销会。全县农产品网络销售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对接、企业参

与、宣传造势等手段，农村网络销量逐年攀升，偏关县网络销售总量

虽然相对较小，但增幅远超省市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发展呈现增长

态势。

3.建立了线上及线下宣传矩阵，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丰富产品营

销方式，宣传推广区域公用品牌。通过组织专业团队制作偏关县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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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电商宣传片、电商氛围营造、省市县电视台做专题节目，报道在示

范县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先进事迹和典型做法、在农村悬挂宣传横幅、

在国省道主要干线公路两边安装宣传标等形式，大力宣传偏关县电商

工作，全方位，多层次营造浓厚的电商宣传氛围，进一步提升偏关县

整体形象，扩大偏关县知名度和美誉度。

4.加大了产品研发力度。偏关县电商服务中心依托偏关县农特产

品资源优势，深挖县域农特产品资源潜力，根据市场需求要求，加大

农特网销产品研发力度，设计研发了“中国年·偏关味”年货大礼包、

“山西美味·偏关好礼”礼遇偏关大礼包、苦瓜肽代餐小米粉、胶原

蛋白代餐小米粉、海参牡蛎代餐小米粉、DHA儿童代餐小米粉等多种

产品。

5.积极推动农产品上行营销，在原有线上平台渠道建设上，强化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联动机制，在线上提升“淘宝、拼多多、京东、苏

宁、1688、微信”等平台运营维护能力，按平台各自优势分别建立店

铺和信息联络机制。在有赞、淘宝、微信等平台开设偏关特产店。在

山西今日头条、知乎、优酷等 7个自媒体平台建立销售宣传渠道，大

力促销偏关县小米、陈醋、甜糯玉米等特色农产品；线下积极与山西

省内各大商超连锁、旅游景区等场所进行沟通对接，目前已入驻老牛

湾旅游景区、乐百佳超市、万民药房许东店、金粟阳光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产品展厅、万民药房府西店等 5家线下体验店，通过线下体验店

入驻，进一步拉近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距离，扩大产品影响力。

全网营销体系建设完成，现有淘宝、拼多多、有赞等线上店铺，

今日头条、抖音、微博等宣传平台，为后续县域农产品推广营销提供

了线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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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拨付及使用情况

（ 一）资金拨付情况

截至验收日，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专项资金 2000

万元，忻州市财政局已于 2018 年 7月、2020 年 7月分两次全部拨付

到位；2018年 8 月至 2021 年 8月偏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

分七次拨付实施单位（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590.5万元，2021

年 9月偏关县财政局分四笔直接拨付实施单位（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290 万元，2022 年 6月偏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拨

付实施单位（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8.1万元，以上共拨付实

施单位 1888.6万元，资金拨付率为 94.84%。

（二）资金使用情况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预算金额19,913,5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20,002,798.62 元，山西辉义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计确认金额 19,894,420.00 元。

1.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预算金额 2,220,000.00 元，

实施单位使用金额2,257,840.46元，审计确认金额2,220,000.00元。

具体明细见下表 ：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场地租赁 450,000.00 458,562.00 450,000.00

2 日常运营费用 70,000.00 75,274.52 70,000.00

3 功能模块装修改造 1,000,000.00 1,009,797.00 1,000,000.00

4 硬件投入 245,000.00 246,422.45 245,000.00

5 办公家具 150,000.00 158,167.30 150,000.00

6 摄影棚建设 100,000.00 100,869.00 100,000.00

7 实训孵化基地建设 205,000.00 208,748.19 205,000.00

合 计 2,220,000.00 2,257,840.46 2,2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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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及网点宣传建设预算金额 2,431,0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金额2,448,823.00元，审计确认金额2,431,000.00

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统一装修改造 798,000.00 802,918.00 798,000.00

2
设备购置（电脑、电

视、货架等）
1,000,000.00 1,012,905.00 1,000,000.00

3 村网点系统建设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4 下行营销体系宣传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5 村点户外宣传 133,000.00 133,000.00 133,000.00

合计 2,431,000.00 2,448,823.00 2,431,000.00

3.县域物流配送（仓储）中心建设预算金额 1,446,500.00 元，

实施单位使用金额1,454,186.00元，审计确认金额1,446,420.00元。

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场地改造 280,000.00 283,193.00 280,000.00

2 硬件投入 30,000.00 31,298.00 30,000.00

3 厂房设施购置 50,000.00 50,503.00 50,000.00

4
物流仓储车辆及

配套设施投入
470,000.00 472,772.00 470,000.00

5 冷链体系建设 350,000.00 350,000.00 350,000.00

6 物流系统建设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7 物流网点建设 66,500.00 66,420.00 66,420.00

合计 1,446,500.00 1,454,186.00 1,446,420.00

4.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体系和网络营销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7,820,0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7,835,674.70 元，审计确认金

额 7,820,000.00 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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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偏关公共品牌 960,000.00 960,000.00 960,000.00

2 品牌打造 1,350,000.00 1,350,000.00 1,350,000.00

3 供应链体系建设 800,000.00 801,007.00 800,000.00

4 溯源体系建设 800,000.00 800,500.00 800,000.00

5 质量体系认证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6 平台运营 1,550,000.00 1,550,000.00 1,550,000.00

7 产品包装设计 200,000.00 214,147.70 200,000.00

8
一村一品网上农产品

打造
260,000.00 260,000.00 260,000.00

9 偏关特色馆建设运营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
偏关电商氛围营造与

宣传
1,300,000.00 1,300,020.00 1,300,000.00

合计 7,820,000.00 7,835,674.70 7,820,000.00

5.培训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1,000,0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1,000,650.00 元，审计确认金额 1,000,000.00 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培训运营 950,000.00 950,650.00 950,000.00

2 培训管理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650.00 1,000,000.00

6.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330,000.00 元，

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332,826.31 元，审计确认金额 330,000.00 元。具

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物流仓储场地改造 130,000.00 131,131.44 130,000.00

2 日常运营费用 50,000.00 51,694.87 50,000.00

3 物流仓储车辆运营 15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合计 330,000.00 332,826.31 330,000.00

7.农产品进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2,616,000.00元，实施

单位使用金额 2,636,398.15 元，审计确认金额 2,616,000.00元。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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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服务中心租赁 437,000.00 437,800.30 437,000.00

2 日常运营费用 65,000.00 65,397.85 65,000.00

3 服务中心运营 138,000.00 157,000.00 138,000.00

4
公共服务站点体系运

行
56,000.00 56,200.00 56,000.00

5 线下体验店入驻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6 公共品牌宣传片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7 电商氛围营造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8 品牌多渠道宣传推广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9
组织参加展会及资源

对接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
以县域公共品牌冠名，

研发和退出系列产品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11
全网营销体系搭建及

运营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合计 2,616,000.00 2,636,398.15 2,616,000.00

8.完善工业品下乡流通服务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100,000.00 元，

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100,000.00 元，审计确认金额 100,000.00 元。具

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定金额（元）

1
完善工业品下乡流通

服务体系建设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9.健全全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建设预算金额 200,000.00 元，实

施单位使用金额 200,000.00 元，审计确认金额 200,000.00 元。具体

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定金额（元）

1
健全全村电子商务培训

体系建设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合计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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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偏关产业打造建设预算金额 1,650,0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

金额 1,655,400.00 元，审计确认金额 1,650,000.00 元。具体明细见

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供应链升级 1,650,000.00 1,655,400.00 1,650,000.00

合计 1,650,000.00 1,655,400.00 1,650,000.00

11.项目奖励扶持预算金额 100,000.00 元，实施单位使用金额

81,000.00 元，审计确认金额 81,000.00 元。具体明细见下表：

序号 项目内容 预算金额（元） 使用金额（元） 审计确认金额（元）

1 奖励扶持 100,000.00 81,000.00 81,000.00

合计 100,000.00 81,000.00 81,000.00

六、资金管理和资产管理情况

（一）资金管理情况

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严格按照相关资金文件及

管理办法拨付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的使用范围及用途使用资金，确保

资金用于文件确定的支持方向，保证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安全，加强

对专项资金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严格按照合作协议实施，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透明度，有效规避项目资金使用风险。同时委托山

西辉义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晋辉义源鉴[2022]0012 号的报告书。

（二）资产管理情况

为加强偏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固定资产的管理和

使用，防止资产流失和损坏，保证项目资产的完整性，要求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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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产台账，偏关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不定期对项目运营和设备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资产发挥

其最大效能。2020 年 11 月 14 日，实施单位（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与主管部门（偏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签订了资产移交协议，

为优化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收益，2020 年 11 月 19 日，主管部

门（偏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与实施单位（山西农淘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又签订了资产委托代管协议。

七、项目效益情况

（一）助推脱贫攻坚

通过该项目实施完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协同县邮政、县交

通等部门实现全县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维持在 100%，全县电商

服务覆盖范围达到 80%以上；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了普及性和提高

就业创业培训；带动贫困户直接或间接开展了网络销售。示范项目实

施以来，全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氛围浓厚，电子商务交易额逐年大幅

攀升，本地农副产品销售额显著增长，间接带动农村创业和就业成效

显著，通过电商提高贫困户收入，带动贫困户脱贫，有效助推脱贫攻

坚。

（二）促进农特产品销售

1.县村级电商站点和美团优选合作使农村地区手机 App 下单

145960 笔，成交金额 11.0234 万元；和山西明灯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合作“商恒优鲜”App 使农村地区手机客户瑞下单 6932 笔，成交金

额 50.2112万元。

2.县域营销体系积极参加 2022 年“晋有好物”网络年货节、偏



20

关县特优农产品雄安新区促销、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第七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2021 全国农商互联暨乡村

振兴产销对接大会等 5场产销对接和展销活动。项目续建期间，完成

直播带货 5570 余单，销售额 15.47 万余元；带动县域农产品完成线

上线下销售 145.1632 万元，签订供销合同金额 2364.92 万元。

通过淘宝、拼多多、有赞等线上销售渠道，以及参加展销活动、

成立线下体验店等线下销售方式，拉进了农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提

升了偏关县农特产品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了农特产品的销量。

（三）项目可持续发展

偏关县农村电子商务具有广大的市场空间，在促进偏关区域经济

发展与产业聚集发展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培育新业

态、创造新需求、拓展新市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公共服

务创新、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前期项目的撬动

与政策引导，为偏关县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具有强大的发展后劲。

八、存在主要问题

（一）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投入成本高、见效期长；

（二）农产品品类多，部分产品规模小，品牌培育难度大；

（三）人才缺失，村级电商站点运营人员年龄有的偏大，电商普

及推广缓慢；

（四）部分村级站点运营能力弱，运营效果没有更好的发挥；

（五）项目建设资金拨付未按偏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偏政办发

〔2018〕181 号）文件及合同执行，在项目审计未完成前，按规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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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合同价 70%，实际拨付 94.84%。经调查，超付原因为：县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纳入偏关县扶贫整合资金，根据省市相关

扶贫政策整合资金管理要求，需按工程进度同步支付，因项目计划审

计前该项目工程进度已达 95%，所以按财政要求提前进行了相应的资

金拨付。

九、改进要求及建议

（一）整合资源，加大政策引导，进一步降低农村物流配送成本；

（二）持续加强电商应用方面人才培训，优化电商生态环境；

（三）进一步强化农村电商服务站点的运营服务指导，有效提升

站点可持续运营能力；

（四）培育电商服务企业，进一步强化品牌培育，加强区域品牌

建设。

十、验收结果

偏关县为 2018 年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示范县，当时虽无经验可

以借鉴，但偏关县委、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电子商务发展，紧密结合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认真组织实施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项目按照既定任务和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充

分的发挥了中央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有力推动了偏关县县域电子商

务的发展。

通过对项目资料核查及实地现场核实，该项目已按实施方案全部

完成，验收组一致认为：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