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一、创建省级“样板党支部” 

1.新时代甘肃省高等院校党建“对标争先”创建培育单位名单的

通知  

 

 



 

 



 

 

 

 

 



 

 

 

 

 

 



 

 

 

 

 



2.2020 年、2021 年医学系教师获奖 

序

号 
姓名 

所属

系部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获

奖

级

别 

1 
徐田

蓉 
医学系 

甘肃省护理协会第一届中青年教师授课比赛高职组

一等奖 
2020.10  

省

级 

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班主任“最美班主

任”评选三等奖 
2020.10  

省

级 

2020年高等教育教学优秀论文评选二等奖 2020.12 
省

级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一等奖 
2021.07 

省

级 

2 
张永

红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二等奖 
2021.07 

省

级 

2020年高等教育教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2020.12 
省

级 

3 
景彩

霞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三等奖 
2021.07 

省

级 

4 
梁淑

霞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二等奖 
2021.07 

省

级 

5 
马秀

丽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三等奖 
2021.07 

省

级 

6 
马向

梅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三等奖 
2021.07 

省

级 

7 
芝世

辉 
医学系 

第七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甘肃赛

区）三等奖 
2021.06 

省

级 

8 
陈雪

凌 
医学系 省级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017.05 

省

级 

9 
李苗

苗 
医学系 

全省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高职班主任业务能力比

赛三等奖 
2021.04 

省

级 

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项目河西学院护理专业

骨干教师培训班优秀学员 
2021.07 

省

级 

10 
杨海

燕 
医学系 

甘肃省首届高等院校就业创业课程案例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20.05 

省

级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德仁杯”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三

等奖 
2021.07 

省

级 

11 
马晓

花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德仁杯”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三

等奖 
2021.07 

省

级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二等奖 
2021.07 

省

级 



12 
刘丽

娜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三等奖 
2021.07 

省

级 

13 
马秀

兰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一等奖 
2021.07 

省

级 

14 
王思

源 
医学系 

甘肃省解剖协会首届“聚众杯”指导学生获得解剖绘

图比赛一等奖 
2021.07 

省

级 

15 
杨彩

霞 
医学系 

疫情防控期间优秀工作者 2021.07 
省

级 

甘肃省首届高等院校就业创业课程案例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20.05 

省

级 

16 马婷 医学系 
甘肃省首届高等院校就业创业课程案例设计大赛三

等奖 
2020.05 

省

级 

17 
王喜

梅 
医学系 

2020年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高职班主任能力

比赛业务能力组二等奖 
2020.10  

省

级 

2020年甘肃省高校就业指导教学大赛三等奖 2021.01 
省

级 

2021年甘肃省“园丁奖” 2021.07 
省

级 

 



3.“样板党支部”创建简介  

一、党建工作体制 

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医学系党支部是临夏现代职业学院党委统一

管理下的医学系教师和学生党员支部，实行医学系党政共同负责制，

系部党组织与行政组织在决策中享有平等的权利，党支部书记为“双

带头人”，即是医学系主要负责人，又是党支部书记。医学系党政之

间和谐合作，是医学系所有工作正常、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

“双带头人”制是符合高校校情有效运作的机制，在医学系效果显著。 

二、医学系党支部组织机构： 

党支部书记（医学系副主任）：陈雪凌 

党支部组织委员：杨彩霞 

党支部宣传委员：王喜梅 

三、专职队伍情况 

医学系党支部，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不断增多，党务工作任务不

断增重，因此从 2019 年增设两名专职党务工作者，分别承担部分党

建工作和党员管理工作。 

四、重要政策、重大安排、重点举措，取得的进展成效、工作经

验、标志性成果 

医学系党支部成立于 2018 年 10 月，自成立以来始终把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落实民主集中



制各项制度，严格执行议事决策规则；加强师生形势政策教育。认真

开展世情国情教育、党史党情教育、爱国奉献教育、创新意识教育、

廉政警示教育。支部班子成员带头，教育引领党员干部、师生认真贯

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上级党组织和本支部的决议、决定。在学

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上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1.将学习与实践相统一 强化网络平台学习教育推行“互联网+

党建”模式，以“学习强国”、“甘肃党建”为主要载体，采取微信群、

手机 APP 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职工线上交流、线上学习、线上过组

织生活。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三会一课”制度。根据医学系师生专业特点，每月进行主题

鲜明，影响范围较大的主题党日活动，例如开展义诊活动、健康宣讲、

祭扫烈士墓、参加革命歌曲歌咏比赛、送健康去福利、帮助孤寡老人

以及为贫困地区的儿童进行口腔保健等活动，不仅加强了党员自身的

使命感，同时服务群众，夯实了党员义务，增强党员影响力。 

2.坚持党员发展标准 充实和优化党支部队伍，严格党员发展程

序，注重对医学生全体师生的思想教育，端正师生入党动机。学生党

员中将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重点人选，严把“质量关”，截止

2020 年 10 月，将原本只有 5 人的医学系党支部发展为现在教师党员

8 人，学生党员 11 人（预备党员），发展对象 0 人，入党积极分子 42

人，其中教师入党积极分子 8 人的规模。 

3.坚持党管办学方向  医学系在做重要任何有关教育教学决策

而时，始终坚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为首



要出发点。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始终坚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

党的卫生事业，将来为建设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经过近几年的发展，

医学系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技能型人才，先就业于各医院、诊所、

企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奋斗。 

 



二、第一完成人在实践期间发表的五篇论文 

1.东乡县电子商务现状及线上发展对策  

 

 

 



 

 

 

 



 

 

 

 



2.Ⅰ型超敏反映的教学设计 

 

 

 



 

 



3.PBL 在成人高等教育药理学教学中的应用及评价 

 



 

 

 



4.曲昔匹特四联疗法治疗消化性溃疡的效果评价 

 

 

 



 

 



5.面向“三区三州”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探索研究 























 

 

 



三、 顺利实施扶贫助弱，健康口腔—甘肃临夏州少数民族全生命周

期口腔健康扶贫示范项目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成果简介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国家卫生健康委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2019-2025 年）》、积极响应“健康扶贫”的

号召，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2019 年继续申请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开

展“扶贫助弱 健康口腔--甘肃临夏州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扶贫示范

项目”。该项目在学院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兄弟院校西北民族

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大力推荐下，经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严格的审核下

获得立项，项目总经费为 80 万，由西北民族大学口腔医学院和临夏

现代职业学院共同承担完成，其中我院立项经费 27.6 万元。该项目

重点以临夏州内儿童、孕产妇和贫困无牙颌老人等弱势人群为主要服

务对象，通过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口腔检查、常见口腔疾病治疗及无

牙颌义齿制作等，提高目标人群的口腔健康水平，同时提升健康知识

和自我保健意识，增强自我口腔保健技能，营造全社会关注弱势群体

口腔健康的氛围。本次项目直接受益人群达 2100 人，主要为临夏州

内普通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孕产妇及贫困无牙颌老人等弱势

人群。发放各类口腔保健知识宣传手册、彩页 2500 余份，间接受益

人群达上万余人。通过省级及州内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使得学院作为地方院校，充分发挥了高职

院校的专业优势，使教育扶贫与健康扶贫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高职

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功能，加快临夏地区脱贫步伐，加大健康扶贫

工作宣传力度。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有力的拓展了实践教学的内容、教学方法，锻炼了参与学生的组

织能力、操作能力、交流合作能力，促进学生顺利稳定高质量就业。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加强横向联系，院院合作，促进教学、科研能力提升。通过开展

本次项目，一方面加强了兄弟院校之间的联系、交流，很好的促进了

院院合作，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转化为服务，锻炼了师生的实践能力、

沟通交流能力，更好地为学生的稳定、高质量就业奠定了基础。 

3. 成果的创新点 

科研与技术服务实现大突破，项目经费达 27.6 万。作为一所职

业院校，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是提升综合实力，特别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环节。在进行科研环节及技术服务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对理论环

节有进一步的认识外，也会提高实践环节的操作水平。作为高职院校

教师我们尽可能地多参与各级各类项目研究、技术服务，成果转化是

高职院校加强与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只有及时转化才能

体现其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本次项目促进我院已完

成的各项教学成果，并将技术投入市场，通过服务日常教学、服务社

会大众突出各项成果的价值。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本次项目直接受益人群达 2100 人，主要为临夏州内普通儿

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孕产妇及贫困无牙颌老人等弱势人群。发

放各类口腔保健知识宣传手册、彩页 2500 余份，间接受益人群达上

万余人。 

（2）每次活动采取制作专题节目、发放健康教育材料、张贴宣

传画、制作宣传展板、举办口腔保健知识讲座，活动结束后，及时联

系当地媒体，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微信、微博等新闻媒体及时多



频次的宣传报道项目开展情况和社会效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官方

微信平台、甘肃台电视新闻中心《今日聚焦》栏目、甘肃卫视、甘肃

都市频道、临夏州电视台、临夏市广播电视台、康乐县电视台、和政

县电视台、中新网甘肃、中国临夏新闻网、民族日报、临夏优创策划

推广有限公司等媒体机构，对项目进行了宣传和跟踪报道。使得让全

社会更多人关注、了解和支持社会组织，并提高了广大人民的口腔保

健意识。 

（3）通过省级及州内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提

升了学院的知名度，使得学院作为地方院校，充分发挥了高职院校的

专业优势，使教育扶贫与健康扶贫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了高职院校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功能，加快临夏地区脱贫步伐，加大健康扶贫工作宣

传力度。 
 



四、 顺利实施厅级课题“基于校企合作的面向“三区三州”跨境电

商人才培养探索研究” 

1.通过结题验收的证明文件 

 

 

 



 

 

 

 



2.项目成果的形成过程 

本项目分为五个阶段，分步骤依次推进。 

（1）第一阶段：潜在人群培训 

培训时间：2019 年 9-10 月。 

培训对象：在校高职生、电商企业从业人员、自主创业者。 

培训规模：培训 200 人次。 

培训内容：解读《中国(兰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

等文件精神，介绍甘肃省跨境电商的总体规划，说明“三区三州”如

何围绕优势产品，开拓与支柱产业、龙头企业相结合的跨境电商模式，

引起有志于跨境电商潜在人群的关注。 

（2）第二阶段：跨境电商普及培训 

培训时间：2019 年 11-2020 年 2 月。 

培训对象：潜在人群中有从事跨境电商意愿的学员。 

培训规模：培训 100 人次。 

培训内容：介绍东南亚地理风貌、生活习俗、消费习惯，挖掘“三

区三州”特色产品和服务。描绘广阔的发展前景，引导学员参与“东

乡手抓羊肉”和“东乡贡羊”品牌培育服务项目。 

（3）第三阶段：跨境电商基础培训 

培训时间：2020 年 3 月-2020 年 5 月。 

培训对象：潜在人群中有从事跨境电商意愿的学员。 

培训规模：培训 50 人次。 

培训内容：熟悉跨境电商客服、跨境电商销售/推广、跨境电商



产品开发、跨境电商英语编辑/翻译/文案策划、仓储物流、网页设计

师/美工、跨境支付渠道等岗位要求。让学员了解跨境电商常见岗位

的设置与要求，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的特点，找准自己的定位。通过介

绍技术层面的智能化发展趋势，消除学员的畏难情绪。引导学员参与

康乐县食用菌发展现状调研。 

（4）第四阶段：跨境电商提高培训 

培训时间：2020 年 6 月-2020 年 12 月。 

培训对象：基础培训中学习能力、综合素质较好的学员。 

培训规模：培训 30 位学员。 

培训内容：熟悉现代企业制度，培养网络创业思维，现场观摩甘

肃耀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的现代化仓储物流，实地考察东乡县电商服

务平台的运营与维护，系统学习跨境电商的基本流程。 

（5）第五阶段：实地研学 

培训时间：2021 年 1 月-2021 年 5 月。 

培训对象：提高培训中表现突出的学员。 

培训规模：培训 10 位学员。 

培训内容：全面培养 10 位学员的八种能力。在东乡县青年电商

产业孵化园，通过实战培训，培养外语语言运用能力、商务沟通和谈

判能力、进出口业务操作能力等三种能力。在广河县电商产业园，通

过协助甘肃识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跨境电商实施方案，培养

跨境电商平台操作能力、电子商务网站营运能力、网络营销能力、供

应链管理能力、跨境物流操作能力等五种能力。 



 



五、成功申报厅级课题 “基于校企合作的跨境电商产品溯源建设探

索研究---以临夏县农产品为例” 

1.通过立项的证明文件 

 

 

 

 



 

 

 

 



2.研究内容 

（1）熟悉电子商务的全流程 

由于疫情的影响，可以通过视频、云平台的现代媒介，让学生了

解临夏县所有乡镇的特色产品、龙头企业。通过合作企业甘肃识途电

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技术人员系统讲解，让学生零距离接触农产品

质量标准化建设和溯源体系建设，系统学习特色资源的挖掘整理、品

牌培育、质量追溯等，让学生自己主动找到学习的短板，明确今后努

力学习的方向。 

（2）学生参与在建项目 

甘肃识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实施临夏县“国家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广河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升级版”项目，内容包括特色产品质量标准化建设、产品溯源体系

建设、跨境电商平台建设等。经过课题组老师的精心组织、可以将部

分查找资料、对比分析、实地调研等任务交给学生，完成后由指导教

师审阅。带教老师认真修改，逐一点评，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达到“教中学，学中教”的目的。 

（3）引导学生挖掘“三区三州”特色资源 

由于学生已经实践过农产品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和溯源体系建

设，初步具备继续挖掘特色资源的文献检索能力，基本掌握实地考察

特色产品和服务的方法。指导教师将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寒暑

假，在自己的家乡，找到适合在东南亚销售的产品或服务，如临夏的

牡丹长廊、迭部的扎尕那旅游风景区、东乡的手抓羊肉等。 



（4）系统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本项目的沟通能力培训尽量不与现行教材重合，指导教师将选用

实际案例，介绍东南亚的地理风貌、民族习俗、消费习惯，加深学生

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对外语学习的认识，将外语学习任务分

解到每天的学习工作中。 

 



六、 “西藏隆子县电商示范县项目”实施情况 

1.实施情况简介 

1.1 资金和项目管理方面 

（1）为推进我县综合示范工作规范、有序发展，2019年 8 月 1日，我县

印发了《隆子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管理与专项资金监督制度》文

件，在项目资金使用、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方向、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资金监督

与项目管理等方面，明确了我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要求。 

表 1  隆子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制度建立情况汇总表 

管理制度名称 主要内容 

隆子县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管理与专项资

金监督制度 

 

专项资金奖补发对象为招投标或经县政府、县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确定，并达到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建设标准的电子

商务企业、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商贸企业、物流企业、行业协会、

培训机构等。(一)支持全县的三级电商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二)支持

全县的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建设。(三)支持农特产品推广及配套设施

建设。(四)支持开展电商培训及孵化。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电

商服务站+供应链+贫困户”助

贫机制 

建设县乡村三级服务站点为全县提供营销策划、包装设计 、人才

培训、电商孵化产品展示等服务 

 

（2）为做好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我县督察专员每（季）

现场查看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是）形成了记录文件。 

（3）截止绩效评价之日，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拨付我县中央财政资金 1500

万元。为保障我县综合示范项目如期完成，根据工作方案，我县综合示范项目计

划总投资 15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500万元、政府配套资金 20万元（用于聘

请第三方企业对项目审计督查费用）。 



表 2 隆子县示范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计划总投资 中央财政资金（万元） 地方配套资金（万元） 企业自筹资金（万元） 

1500 万元 1500 20 0 

按照有关文件要求，340万元用于支持我县农村产品上行，占中央财政资

金总额的 22.7%；400万元用于支持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占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26.7%；180万元用于支持 40个站点建设，占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12%；80万元

用于支持我县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训，占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5.3%，500

万元用于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物流体系建设，占中央财政资金总额的 33.3%。截

止 2019年底，我县中央财政资金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否）将中央财政资金

用于网络交易平台、楼堂馆所、工作经费和购买流量支出，已建设完成的项目（是）

开放共享。 

表 3 隆子县中央财政扶持资金支持方向及使用情况表 

资金支持方向 
计划支持资金

（万元） 

实际拨付资金 

（万元） 

拨付资金占比

（％） 

农村产

品上行 

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40 200 58.82% 

基础设施建设 

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 500 161.28 32.26% 

公共服

务中心

站点建

设 

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运营中心）建设改造 
400 181.15 45.29% 

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

建设改造 
180 110.98 61.66% 

农村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训 80 30 37.5% 

缴纳税款 0 66.59 

合计 1500 750 50% 

 

2019年 1 月 15日，我县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了山南市宏达电子商

务有限责任公司 1家承办企业，并在采购与招标网进行了公示。 

表 4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承办企业确定方式 

承办企业名称 承办项目 金额 选择方式 



公开招投标 非公开招投标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 

隆子县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 

15000000 （√）  

 

截止 2019年底，我县按照有关工作文件要求，已向承办企业拨付中央财

政资金 750万元（拨付率 50%）。 

表 5  隆子县承办企业项目中央财政资金预拨付情况 

承办企业名单 支持方向 

计划拨付资

金 

（万元） 

实际拨付资金 

（万元） 

拨付率 

（％）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综合服务体系

建设 
340 200 58.82%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基础设施建设 500 161.28 32.26%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县域物流配送

体系建设 
400 181.15 45.29%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县域电商公共

服务中心（运

营中心）建设

改造 

180 110.98 61.66%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

责任公司 

农村电子商务

专业人才培训 
80 30 37.5% 

缴纳税款   66.59  

合计  1500 750 50% 

 

（4）截止绩效评价之日，对本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8次检查，进展情况

进行了 8次检查，（是）邀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跟踪审核监督（西藏天泰会计事务

所）。 

表 6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监督检查工作汇总表 

方式 主要内容 

委托方式 对项目资金使用合规情况进行审查 

 

1.2.公开透明与规范方面 

（1）按照综合示范工作要求，我县在隆子县政府新闻网站（网址

http://www.xzlongz.gov.cn/）公开了我县的综合示范工作方案、资金与项目管

http://www.xzlongz.gov.cn/


理制度，在隆子县政府新闻网站（照片）设立了征求意见窗口或纪检、审计举报

窗口。 

（2）我县于 2020年 5月 8日，在隆子县政府新闻网站（网址

http://www.xzlongz.gov.cn/）公开了已经确定的中央财政资金扶持项目基本信

息，内容包括确定财政扶持该项目的政府决策文件、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和要求、

项目承办单位名称、扶持资金额度、完成时限、绩效目标、承办单位责任人等。

（是）每月更新项目建设进度。 

（3）按综合示范要求，我县（政府）与 1家项目承办单位签订了信息报送

协议，约定通过网站、短信平台、微信、QQ群、电话语音等方式和每月向示范

县提供交易和活动信息情况。其中，年报已报送了 2019年-2020年的年报；月

报已报送了 2019年 3月-2020 年 4月的月报。 

（4）截绩效评价之日，我县（是）按要求与“农村电子商务和社区商业信

息系统“实现数据对接，（是）及时、准确、完整填报信息。 

1.3.农村电商服务业培育 

1.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1）2020年 1 月 23日，我县建成了 1200多平方米，包含产品展示中心、

孵化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功能的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配备了办公桌

椅、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组建了专业团队 10人，负责统筹区域内农村电

商发展，包括运营体系、物流协同、培训、供应链、助农扶贫、孵化等。 

（2）引入了 1家农村电商服务企业，为农村特色产品网络销售提供包装

设计、品牌宣传、商标注册、电商运营指导、农产品溯源追溯等 6种基础服务。 

表 7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电商服务体系情况统计表 

序号 电商或电商服务企业名称 提供的基础或增值服务名称 交易额（万元） 

1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隆子县分公司 
包装设计、品牌宣传、溯源追溯 173 

2 
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隆子县分公司 

通过培训解决就业农牧民贫困

户增收就业 
4 

http://www.xzlongz.gov.cn/


序号 电商或电商服务企业名称 提供的基础或增值服务名称 交易额（万元） 

合计   284 

 

（3）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已建成 11个乡级电商服务站，30个村级电

商点，均与承办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并将设备设施（是）全部配备到位，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村 14个，实现建档立卡贫困村和整体行政村的电商服务覆盖率达

到 50%。 

（4）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能够实现代购代销、代存代缴等便民利民

服务的站点 41个，月均交易额达 1000元的服务站点 26个，占总站点比例的 63%。

其中，26个乡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负责人的业务操作已较为熟练。 

（5）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同一行政村（含乡、镇），中央财政支持网

点未超过 1家。 

2.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快递物流整合、建设及服务运行情况 

（1）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已建成县级公共物流配送中心 1个，乡镇

级配送中心 11个。配备了电子秤、面单打印机、扫码枪、物流货架等必要的设

备设施，（是）形成以县级仓储物流中心为枢纽，乡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快递收发、

农产品集散为支点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物流快递直接配送范围覆盖的镇（乡）

电商服务站 11个，覆盖率为 100%，已建成的中心枢纽（是）能够为所有电商服

务点提供服务，（是）与电商服务点实现资源共享。 

表 8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物流体系建设情况汇总表 

县级仓储物流配

送中心（个） 

乡镇物流配

送中心（个） 
乡镇覆盖率 

村级物流配送

服务点（个） 

行政村覆

盖率 

时效性 

1-3 天 3-7 天 

1 11 100% 40 50% （√）  

 

（2）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已整合、韵达、圆通、申通、天天等 5家

物流快递企业，通过物流整合的方式实现了县、乡镇、村三级统一配送体系。长

期以来，我县“三通一达”等主流快递企业的上行价格为 20元/公斤，通过建立

仓储物流体系，已实现 16元/公斤的上行价格，相较于体系建设之前，实现了物



流快递价格与区域主流电商平台价格的（持平）。快递物流资源整合后，我县已

实现从县级物流仓储中心到村级网点 3天完成配送，实现了提速降费。 

3.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及营销体系建设情况 

（1）2019年 6 月 15日，我县以走访调研的方式，对辖区内农村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形成《隆子县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及营销体系

建设基础调研报告》，包括隆子县内主要农产品、手工艺品生产面积或产量、上

市时间、质量和技术水平、传统销售渠道及比例、自主品牌拥有情况、农产品电

商企业等方面，根据摸底情况制定了《隆子县农产品网络销售促进措施方案》等

销售措施。 

表 9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品牌培育工作统计表 

序号 品牌名称 销售平台 销售金额（万元） 

1 加玉真空包装糌粑 淘宝网 0.024 

2 洛旦牌黑青稞糌粑 淘宝网 0.134 

3 隆子芒措散养鸡蛋 淘宝网 0.03 

4 杜鹃药香 淘宝网 0.03 

5 豌豆糌粑 淘宝网 0.012 

6 隆子洛丹农畜产品加工合作社 线下销售 57 

7 
西藏隆子县忙错藏黑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 
线下销售 33 

8 隆子县加玉荞麦产品合作社 线下销售 11 

9 隆子县珞隅绿色产品合作社 线下销售 1 

合计   102.34 

 

（2）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建立专业团队，为农产品、民俗产品、乡

村旅游等农村特色产品网络销售提供品牌注册、品牌培育、包装、检测、网络营

销策划、网站托管等增值服务，为本地农特产品打造本地区域公共品牌“聂雄”，

并在淘宝、微店、有量等第三方平台销售，建设了稳定的农产品供应链和销售渠

道。 

（3）为加强我县农村产品上行工作，2019年 7月 23日，我县研发设计 1

个区域公共品牌“聂雄”，（是）完成公用品牌商标注册 27类，目前正在等待商

标注册通知书。 



 

表 10  隆子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农村产品上行工作统计表 

序号 品牌名称 注册时间 公用品牌旗下产品品类 

01 聂雄 2019 年 10 月 8 日 

涵盖全县域、全品类、全产业链；目

前已授权使用的品类涵盖黑青稞、黑

青稞糌粑、黑青稞片、民族手工艺品、

青稞酒、荞麦酒、荞麦茶、藏式调料

等产品 

合计    

 

（4）我县为隆子县洛旦农畜产品加工合作社、隆子县扎日乡特色产品加

工合作社、隆子县加玉荞麦产品合作社等企业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检验和认证。 

（5）在农产品网络销售过程中，我县制定了《隆子县农牧品电商交易流

通标准管理办法》、《隆子县区域公共品牌许可使用管理办法》、《隆子县电商农产

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标准化体系，并在农牧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区域

公共品牌授权管理、电商农产品准入准出品控等方面得以运用，探索农产品电子

商务交易标准化问题。为推动我县农特产品外销工作，2019年 5 月 13日，我县

建立了以隆子县生活物质储备库为硬件服务支撑的冷链物流体系，积极推动我县

肉质品和奶制品的网络销售。 

（6）我县依托隆子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建立了隆子县农牧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县域范围内引入隆子县博凝民族手工艺品加工有限

公司、隆子县加玉荞麦产品合作社、山南市隆子县克丹扎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隆子县洛旦农畜产品加工合作社、西藏隆子县隆子镇忙措藏黑鸡养殖专业合作

社、隆子县聂雄农牧民族手工艺品加工合作社、隆子县珞隅绿色产品合作社、隆

子县扎日乡特色产品加工合作社、隆子县紫尚品产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等 9家企业

或合作社加入溯源系统，在淘宝、微店、有量等 3家电商平台上取得销售。截至

绩效评价之日，销售额为 395万元。 

4.组织政府、企业、农民参与的电子商务政策、运营、操作等培训机制建

设情况 



（1）开展 2次农村电商公共宣传，针对政府、企业、农民、未就业大学

生、残疾人、贫困户等 6类主体，提供了普及性的公开、免费培训。在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平台网站（网址：http://lzxdzsw.com/default）上开展了电商基础普

及性免费培训。 

（2）建立了《隆子县农村青年培训机制》的农村青年创业培训机制，针

对有电商创业需求的农村青年提供了增值培训 202人次。 

（3）针对已培训人员，我县山南市宏达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隆子县分

公司培训机构，提供了辅导、孵化等定向服务，截至绩效评价之日，通过培训带

动创业就业人员 41人。（是）定期统计从业及创业人员运营情况。 

（4）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已开展各类培训 588人次。 

表 11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培训及带动创业就业情况汇总表 

培训期数 

电商培训 
建档立卡贫困户培

训人数（人） 

带动创业就业

人数（人） 
培训总人

次 
普及性 专业性 增值性 

16 588 203 110 202 29 44 

 

5.典型经验总结 

（1）截至绩效评价之日，我县以、电视媒体、公众号等多种媒介为载体，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开展 6次电商营销宣传活动。 

表 12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宣传推广案例汇总 

案例名称 推广媒体 

山南隆子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启动仪式举行 

人民网     网址链接：

https://hao.360.com/?a1004 

隆子县构建“一中心五体系”电商模式助推

精准扶贫 

中国网     网址链接：

http://anjian.china.com.cn/html/csaq/xxzx/202004

30/4657.html 

“助力三区三州脱贫攻坚，两会代表委员来

代言”隆子县电商产品直播活动 

农视网       网址链接：

http://www.ntv.cn/z/1490970/ 

隆子县直播内容时间为：1：38：00-1：52：00 

http://lzxdzsw.com/default
https://hao.360.com/?a1004


山南隆子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启动仪式举行 

西藏日报     网址链接：

https://www.sohu.com/a/314228979_160909 

山南隆子县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启动仪式举行 

 

中国西藏网         网址链接：

http://www.tibet.cn/cn/fp/201905/t20190516_658

3360.html 

 

隆子县构建“一中心五体系”电商模式助推

精准扶贫 
隆子县网信办 

（2）“隆子县探索一中心五体系电商模式助推精准扶贫”发展模式、典型

经验或做法被新华网媒体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6.农村电商服务（培训）中心、物流配送体系等资源的开放、共享和可持

续 

我县利用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了物流公共服务中心、冷链服务中心、人才培

训中心、等（是）具有开放性，（是）向社会提供市场化服务，（否）仅向特定企

业提供服务，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收费（是）合理。 

7.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情况 

根据我公司的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 2019年底，我县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491.2万元，同比增长为 45.02%。农村网络零售额为 135.51万元，同比增长为

36.57%。 

表 13  隆子县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交易额统计表 

电子商务交易额 

（万元） 

农村网络零售额 

（万元） 

农村产品网络零售额 

（万元） 

2018 2019 增长率 2018 2019 增长率 2018 2019 增长率 

388.7 491.2 45.02% 148.66 205.9 38.5 98.91 135.51 36.57 

 

8.带动农村就业和创业 

（1）根据我公司的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年底，我县网商有 51

个，从业人员 51人，同比增长率为 126.67%。 

表 14  隆子县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网商情况统计表 

https://www.sohu.com/a/314228979_160909
http://www.tibet.cn/cn/fp/201905/t20190516_6583360.html
http://www.tibet.cn/cn/fp/201905/t20190516_6583360.html


网商数量（个） 网商销售额 

2018 2019 增长率 2018 2019 增长率 

3 51 126.67% 500 12380 95% 

 

（2）根据××的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年底，我县带动创业就业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 20人，农村青年 20人。 

9.电商助推脱贫攻坚 

（1）2019年 4 月 22日，我县通过走访调研的方式，对县域内的贫困人员

情况进行了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2）我县（是）建立《电商扶贫工作台账》、《增收贫困人员备查名册》，

（月）对本县电商扶贫信息进行统计。 

（3）我县农村电商扶贫服务网络对建档立卡贫困村服务全覆盖率为

55.55%。 

（4）我县建立了“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乡村电商服务站+供应链+贫困户”

的助贫机制。 

（5）截止到 2019年底，我县已开展电商培训 16期，588人。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 29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培训率达 51%。 

表 15 隆子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贫困户培训情况汇总表 

培训期数 总培训人数 贫困户或贫困人口培训人数 贫困户或贫困人口培训率 

14 588 29 51% 

 

 

 



2、中标通知书及合同 

 

 

 

 

 

 























 



3、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西藏隆子县部分地区属于中国藏南，目前仍然被印度伪“阿鲁纳

恰尔邦”非法侵占，前往隆子县必须通过政审，办理“边境管理区通

行证”。以下为吕建炜同志的通行证及身份证明。 

 

 

 



 



4、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项目的证明材料（投标文件节选） 

 

 

 

 

 

 

 

 

 

 

 



 

 

 

 



 

 

 

 

 

 

 



 

 

 

 

 

 

 

 

 



 

 

 

 

 

 

 

 



5、西藏隆子县财政局拨款证明 

 

 

 

 

 

 

 



 

 



6、本项目上缴税费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