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施进度表
填表单位 ：（盖章）

日期

投资构成

项目名称

承办企业

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

物流配送体系

电商人才培训体系

农村电商供应链体系

云南云商汇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项目总
投资额
（万
元）

中央
资金
投入
金额
（万
元）

企业
配套
资金
金额
（万
元）

1、县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县级公共服务中心已经开始顺利
投入运营 ，目前有 4家企业开始在公共服务中心办公 。
2、乡镇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建设 ：8个乡镇电子商务公共站
项目总体进度缓慢 ，部分乡镇 、村级服务站
点已经开始与县级公共服务中心联网投入运营 。
点建设不完善 。
3、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建设 ：我县有 66个村级服务站点 （含
40个贫困村委会 ）已经完成装修 、建设。开始发挥快递代收发
、代缴话费 、小额金融存取款的站点功能 。

479

329

150

1、县级农产品物流分拨中心建设 ：县级公共物流中心已经完
成设计 、装修，有4家物流企业在物流中心办公 。
2、乡镇配送中心建设 ：乡镇级物流站点与 8个乡镇级电子商务
服务站站点共建 ，现在已经完成装修 、改造、建设工作 ，开始
产生物流包裹 。
3、村级物流服务点建设 ：与66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共建 ，
开始运营 ，产生上行 、下行物流包裹 。
4、目前公司已调配三辆运输车辆 。
5、本月共产生 15915 个物流包裹 ，已经完成 15915个包裹的分
拣信息入库 ，并在48h之内分拨到相应的乡 （镇）服务站点 。

325

175

150

60

60

565

565

实施进度

存在问题

1、县级公共服务中心已经开始正常运营 ，
为企业提供开设网上店铺 、宣传推广等服务
。
2、完成8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中心选址与装
修工作 ，已全部建成 ，并与公共服务中心联
网并投入运营 。
3、完善66个（覆盖全县 40个贫困村委会 ）
村级服务站点建设 、装修工作 ，并与公共服
务中心联网投入运营 ，为村民提供代买代
卖，充值水电费 、话费、小额金融存取款等
服务。
1、县级农村物流配送中心持续招商入驻 。
2、完成8个乡镇农村物流配送中转站建设 。
与服务站点合并建设并与县级配送中心联网
1、部分的贫困村委会交通路线单一 ，可选择
运营，相互融合 ，相互补充 ，共建、共享、
的物流路线较少 ，难以对其进行物流路线的
共用。为本乡镇居民销售本地农特产品和购
规划以及物流资源的整合 。
买生活必需品及生产资料提供服务 。
2、农村年轻人多外出打工 ，留守的人口老龄
3、继续整合双柏县域内的物流企业 ，减少
化严重 ，对电商只是了解薄弱 ，物流宣传难
物流成本 。
以发挥效果 。
4、完成到达公共服务中心的物流包裹的分
拣信息入库 ，并在48h之内分拨到相应的乡
（镇）服务站点 。

1、部分乡镇少数民族较多 ，与少数民族居民
沟通、培训较为困难 。
协助双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一期网络创业培训 ，参训30人，含
2、部分乡镇村委会人口老龄化严重 ，对于培
建档立卡贫困户 15人。截至目前 ，共计完成培训 3552人次，其
训和挖掘人才工作开展困难 。
中含贫困户 789人。
3、我县部分乡镇村委会分布较为分散 ，路程
较远，路况差 ，培训难度较大 。

1、为了更好 、更有效的推广双柏县地方特色农产品 ，我们对
双柏县内马龙河流域 、绿汁江流域 、爱尼山把租 、大箐、麻海
、旧哨村委会以及大庄镇桤木塘村委会 、鄂嘉镇等农产品信息
进行了调研 ，调研区域覆盖面较广 ，对县域内种植的生鲜水果
、林作物 、中草药 、特色养殖 、野生菌等进行一次调研 ，涵盖
产品种类 50余类，对产量 、季节等进行统计 ；对所调研农产品
进行信息收集 、分类、归档。走访调研了多家企业 ，调研企业
产品货源储备情况 、商品销售渠道等信息 。
2、目前，已经与 35家企业 、合作社签订入驻协议 ，帮助30家
企业开设企业店铺 ，并且帮助部分企业进行产品的拍摄 、上架
。
3 、开通双柏县云商汇电子商务平台 ，对上架的特色农产品的
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 ，包括产品的质量 、储量、销量等信
息。
4、帮助7家企业进行溯源体系的注册 。
5、完成双柏县域公共品牌 “云森谷 ”的注册工作 ，并且开通
天猫、淘宝、抖音店铺 ，对双柏县特色花茶系列产品进行销售
。
6、参加楚雄州 2020年“10.17”扶贫日 “消费扶贫产品展销 ”
活动，代销双柏县特色产品 。

下月计划

1、持续对双柏县县域内的居民开展电子商
务培训 ，增强居民的电商意识 ，教会他们懂
电商、用电商 ，让电商帮助改善居民生活质
量。
2、加强对物流到村的宣传力度 ，力争打通
下行“最后一公里 ”以及上行的最初一公
里，方便居民生活 。

1、实施农产品品牌建设 。广泛发动商贸流
通企业 、行业协会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
殖大户参与建设区域公共品牌 ，开展农产品
品牌策划 、品牌设计 、产品开发 、产品包装
和营销推广 ，支持开展农产品 “三品一标 ”
认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企业品牌和产品
品牌，推进农产品在线化 、互联网化和品牌
化。
2、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及溯源体系建
设。引进农产品溯源建设企业 ，建立农产品
1、部分农产品存在季节性生产 ，货源储备不 溯源管理系统 ，开展妥甸酱油 、白竹山茶 、
充足。品牌、包装、产品口感都需要提升改 冬早蔬菜和畜牧养殖等高原特色农产品溯
造。
源，通过二维码技术 ，为农产品做好 “身份
2、缺乏农产品 ，收集到的农产品资料较少 。 ”标识，实现由基础端至消费端的信息追
溯，做到“一品一码 ”。
3、实施农产品营销体系建设及电商主体培
育。利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设双柏扶贫馆 、
特色馆 、旗舰店 、专营店等网上商店和微
店，促进传统商贸流通企业转型升级 ，培育
壮大本地电商主体 ，拓展国际国内市场 。整
合现有的电商平台 ，构建互联网超市 ，方便
群众销售农产品和购买生活必需品及生产资
料。
4、进行双柏县公共品牌云森谷花茶系列产

完成投资情况

其他 本月完成投资 累计完成投资
资金 额（万元）
（万元）

2020年11月6日

专用资金使用情况

本月使用专项
资金（万元）

294.80

7.20

124.70

7.20

51.90

0.10

228.20

0.10

企业配套资金使用情况

累计使用专 本月企业投入
项资金 （万 配套资金 （万
元）
元）

企业累计使
用配套资金
（万元）

285.20

9.60

124.60

0.10

51.80

0.10

227.70

0.50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