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政办〔2021〕33 号

关于印发《泾县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泾县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已经县
政府第 80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实施。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泾县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
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新趋势，进一步优化我县电子商务发
展环境，推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促进农
村电商优化升级，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
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政策意见。
一、资金来源
县财政设立县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含中央、省、市安
排的用于地方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和结合每年预算由县财
政安排的电子商务发展扶持资金、项目实施县级配套经费，专
款专用、预算管理、按实结算，不足部分由县财政据实安排。
二、适用范围
在泾县依法注册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社会组织、相
关机构、乡镇、村、个人以及在泾县设立发货仓库的外地电商
企业，均属本政策意见支持范围。符合申报限额以上商贸单位
条件不愿申报的企业除外。
三、支持内容
（一）推动电商集聚发展
1.支持电商物流园区建设。
（1）经批准新建或改建电商物
流园区，建筑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上、办公仓储功能和电商物流
运营所需配套服务完善、入驻电商物流或电商服务企业 2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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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中电商企业不少于 15 家）且园区年度网络销售总额
达到 5000 万元以上的，按实际投资（不含土建费用）的 30%
给予园区主办方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一次性补助。（2）经批准
在县经济开发区电商产业园内建设二层及以上用于电商物流
发展的厂房，每层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在厂房建成并竣工
验收后，二层的按 120 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助，三层及以
上的按 200 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助。对贷款建设的，额度
不超过 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按实际发生利息总额给
予 50%的补贴，单个企业补贴最高 30 万元。由县担保公司提供
担保的，担保费减半征收。
2.支持电商直播基地建设。
（1）对实际使用建筑面积达到
1000 平方米以上、入驻本县直播企业 5 家以上、直播间数量
10 间以上、签约本地品牌数量 5 个以上、年度直播带货 500 万
元以上的直播基地，按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建费用）的 30%给
予主办方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一次性补助。（2）对获得京东、
淘宝、快手、抖音等主流平台授牌、认证或省级以上认定的直
播基地，给予主办方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3）对县内电商经
营主体委托县内、县外第三方服务机构通过直播带货方式销售
泾县本地产品，对其产生的佣金给予 20%的补助，单个企业每
年最高 10 万元。
（4）鼓励 MCN 机构落户。对落户本县 MCN
机构独家签约 3 名以上带货主播，且年带货销售本地产品 1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
（5）鼓励培育本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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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对粉丝量超过 1 万人、主平台平均每周直播时间超过 10
小时、年直播销售本县产品达到 10 万元、30 万元、50 万元的
本县个人账号主播，分别给予 2000 元、5000 元、1 万元一次
性奖励（电商经营主体聘用的主播除外）。对电商经营主体发
展直播销售，开通店铺账号、有固定主播、平均每周直播时长
超过 20 小时、年网销额 100 万元以上且直播销售额占比 10%
以上的，另给予 5000 元一次性奖励。
（二）完善电商基础配套
3.支持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县域物流和快递资源整
合，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加快推进“快递进村”，
有效解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问题。对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牵头组织 3 家以上快递物流企业参与整合、统一配送到
村的，给予牵头运营企业 5 万元一次性奖励，其他参与整合、
统一配送到村的快递企业经牵头运营企业确认，按照本年实际
交付下行件的数量排名给予一次性分档奖励，排名第 1 位的奖
励 6 万元、第 2-3 位的各奖励 5 万元、第 4-6 位的各奖励 3 万
元、第 7 位及以后的各奖励 1 万元。对参与整合、统一配送到
村的快递企业当年收取件达到 100 万件、300 万件、500 万件
的企业，再分别给予 1 万元、3 万元、5 万元补助。另外，根
据县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中心系统数据，按实际配送到村的快递
数量，每件补贴 0.3 元给快递物流整合牵头运营企业。
4.支持电商网点管护提升。
（1）鼓励农业农村、邮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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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金融等乡村网点与县科商经信部门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
融合，由乡镇按照县科商经信部门制定的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网
点考核细则，对辖区网点进行考核，按得分给予网点负责人分
档奖励，每个行政村（农村社区）只支持 1 个网点，便民网点
每个最高不超过 2000 元，
综合服务点每个最高不超过 5000 元；
对年网络代购、缴费充值等电商服务金额达到 5 万元—10 万元
（含）、10 万元以上的或代收代寄县统一整合快递企业的快件
达到 2000 件—5000 件（含）、5000 件以上的，且服务台账建
立规范的，另分别给予 2000 元、5000 元奖励；对年网销额首
次突破 10 万元、20 万元的网点，另分别给予 5000 元、1 万元
一次性奖励。
（2）年底对村网点管护工作进行综合考核评优，
设一等奖 1 名，奖励村工作经费 2 万元；二等奖 5 名，奖励村
工作经费 1 万元；三等奖 8 名，奖励村工作经费 5000 元。各
村奖励资金的 50%可用于奖励相关工作人员。
5.支持电子商务协会发展。对县电商协会为会员企业提供
服务，协助政府部门实施行业管理，开展电商政策和相关知识
宣传、电商交流活动等费用给予每年 10 万元补助。
（三）壮大电商主体规模
6.支持电商扩大销售规模。本县电商经营者通过 B2C、C2C
或 B2B 电子商务平台年网销额首次达到 100 万元、200 万元、
300 万元、500 万元、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
元及以上，分别给予 3000 元、5000 元、8000 元、1.5 万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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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 万元、10 万元、2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当年网销额未
达到下一档奖励，网销额同比净增 500 万元以上的，净增部分
每 500 万元给予 1 万元奖励。
7.支持电商主体平台推广。对网络销售本地产品的电商经
营主体在第三方交易平台进行推广，网销超过 500 万元，相关
费用达到 100 万元以上的（不含年费），给予当年实际费用的
5%、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补贴。
8.支持电商引进专业人才。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鼓励引
导电子商务相关专业学生在本地实习就业。毕业后留在我县工
作且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合同的，其在我县实习期间，给予每
人每月 300 元生活补贴。正式工作每满一年的，给予每人每年
5000 元生活津贴。对电商企业引进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人才享受
《关于印发<泾县鼓励企业引进、培养人才和稳定产业工人队
伍若干政策规定（试行）>的通知》（泾政办秘〔2021〕18 号）
政策。
9.支持电商限上单位培育。对新增为限额以上商贸单位的
电商企业，除享受《印发<关于促进工业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
（泾政秘〔2021〕17 号）政策外，
另给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
10.支持电商拓展跨境电商。享受《印发<关于促进工业商
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
（泾政秘〔2021〕
17 号）中相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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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支持旅游电商中心建设。对经县科商经信部门同意，
在本县重点景区和较大的游客集散地，设立集泾县特色产品网
上交易、线下展示、网络直播、游客快递寄送服务于一体的泾
县特色产品体验中心，对面积超 100 平方米以上、入驻正常运
营的电商经营主体 5 家以上、本县特色产品年网销额 200 万元
以上的，按实际投资额（不含土建费用）的 30%给予主办方最
高不超过 10 万元一次性补助。
12.支持电商企业在外设立运营中心。享受《印发<关于促
进工业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
（泾
政秘〔2021〕17 号）中相应政策。
（四）推动农村电商发展
13.支持农产品扩大网销。鼓励电商经营主体、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等对接电商平台，线上销售本县粮油、畜禽、水产、
蔬菜、瓜果、山货、坚果等农产品（符合规定的茶叶经营主体
按《印发<关于争创国家现代化农业产业园推进茶产业提质增
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泾政办〔2021〕24 号）政策执行），
年网销额首次突破 10 万元、50 万元、100 万元、200 万元、300
万元、500 万元、10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元、1 亿元及
以上的电商经营主体，分别给予 1000 元、3000 元、6000 元、
1 万元、1.5 万元、2.5 万元、4 万元、7 万元、15 万元、25 万
元一次性奖励。对当年网销额未达到下一档奖励，同比净增 500
万元以上的，净增部分每 500 万元给予 2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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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支持农村电商主体培育。（1）对经省认定的农村产品
上行超 1000 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按上行网销额给予 1%以内、
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分档奖励。（2）全面推广“电商企业+
基地+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专业合
作社签订 2 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且年采购额达 50 万元以上
的，给予其在合作的农业基地或专业合作社网销采购额 5%以
内、最高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5.支持区域公共品牌应用。经县电商公服中心运营单位
审核同意，对农产品电商企业独立使用“徽味泾选”区域公用
品牌或自有品牌+“徽味泾选”双品牌网销，年网销额超过 10
万元的，给予当年使用区域公用品牌产品直接包装费用的 20%、
最高 10 万元的补助。
16.支持农村电商设施完善。涉农电商企业、农产品流通
企业建设改造用于电商发展相关的流通设施设备，正常投入使
用的给予投资额 20%、最高 100 万元的补助；对涉农电商企业
租用冷冻冷藏相关流通设施设备用于电商发展、正常投入使用
的给予租金 20%、最高 20 万元的补助。
17.支持农村电商产销对接。对参加县科商经信部门组织
的农村电商产销对接、直播促销等活动的，给予每次活动网销
额 5%、最高 10 万元的补助。
（五）强化电商培训交流
18.支持电商培训交流。（1）持续面向新型职业农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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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农业经营主体及返乡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脱贫户等
开展电商技能培训。支持校企合作办学，引导电商专业学生在
本地实习就业。对经县科商经信部门审核同意实施的电商培
训，按参训人数，给予承办方每人每天不超过 200 元的一次性
补助。
（2）经县科商经信部门同意，对电子商务协会等单位组
织电商工作人员、电商企业开展外出学习、经验交流等活动，
按参训人数，给予承办方省内每人每天不超过 400 元、省外每
人每天不超过 600 元的一次性补助，年累计补助金额最高 20
万元。
19.支持参加电商展会。参加县科商经信部门组织的电商
相关展会需要购买展位的，给予省内每个展位实际费用 70%、
最高 5000 元一次性补助，省外每个展位实际费用 70%、最高 1
万元一次性补助。
20.支持电商活动开展。对经县科商经信部门同意举办的
网络年货节、直播大赛、电商创业创新大赛、网络评选等活动，
单场次安排不超过 10 万元的奖补经费。
（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1.支持稳固利益联结机制。对电商经营主体收购出列村、
脱贫户农村产品的，给予收购金额 10%以内的补助；对脱贫户
开展订单包销并免费发放生产资料的，给予收购金额 15%以内
的补助。
22.支持脱贫户自主电商创业。对脱贫户、监测户开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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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年网销额首次突破 2 万元、5 万元、10 万元的，分别给予
1000 元、3000 元、5000 元一次性奖补。
23、支持出列村网点上行。对参与农村产品上行服务成效
较好的出列村网点给予奖励，年网络销售首次达 1 万元、5 万
元的、10 万元、50 万元的，分别给予 1000 元、2000 元、1 万
元、2 万元一次性奖励。
（七）鼓励电商示范创建
24.支持开展电商示范创建。除上级直接奖补资金外，对
获得中国“淘宝镇”
、中国“淘宝村”
、省级电子商务示范镇、
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的，分别给予 10 万元、5 万元、5 万元、
3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用于补助所在乡镇、村公共服务平台、
物流配送体系、品牌推广、农村产品网销上行、电子商务培训、
发展规划研究等；对获得国家、省、市电子商务或快递物流示
范基地或园区的，分别给予运营主体 20 万元、10 万元、5 万
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称号的，分别给予运营主体 10 万元、5 万元、3 万元的一次
性奖励；对获评“安徽好网货”的企业，每款产品给予 1 万元
一次性奖励；对获评省电子商务示范网点的，每个给予 2000
元一次性奖励；对获得国家、省、市电子商务其他相关表彰的
企业或个人，分别给予 1 万元、5000 元、2000 元一次性奖励。
（八）扩大电商招商引入
25.支持招大引强电商企业。享受《印发<关于促进工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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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的通知》
（泾政秘〔2021〕
17 号）中相应政策。
26.支持本地设立发货仓库。对在泾县设立发货仓库的外
地电商企业，按标准给予租赁场所（操作、仓储及办公场所）
8 元/平方米/月的租金补贴。对年发件量 10 万件以内的，给予
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场地租金补贴；每增加 10 万件，另增加
不超过 200 平方米以内的场地租金补贴，补助面积最高 1500
平方米。
四、附则
1.本政策意见与国家、省、市和县内其他政策互为补充，
国家、省、市政策需要县本级配套奖补的，依照本政策意见给
予的相应项目奖补，视为对国家、省、市政策的配套奖补。本
政策意见与国家、省、市政策重合的，按照国家、省、市政策
文件要求兑现。本政策意见与县内其他政策重复的，按照“就
高不就低”原则不得重复享受。对重大事项实行“一事一议”。
同一主体同时享受多项政策的（建设类项目除外），每年最高
100 万元。
2.本政策意见中的网销额以各电商平台后台真实数据为
准。由县科商经信局负责奖补资金的组织申报，对引用的其他
相关政策按照引用政策的规定进行申报，本政策意见申报材料
经申报主体所在地（企业按照注册地址、个人按照身份证住址）
的乡镇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初审同意，县科商经信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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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县财政局复核并报县政府会议研究同意后，在县政府网站上
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县财政部门根据县政府会议决定，
及时下达指标至县科商经信局进行拨付。
3.本政策意见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由县科商经信局、
财政局负责解释。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泾县促进
电子商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泾政办〔2019〕22 号）
同时作废，已享受之前出台的电商奖补政策相同项目不得重新
申报。

泾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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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