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湘商电〔2022〕3号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省级电子商务资金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省财政直管县（市）商务主管部门、财政局：

为促进我省电子商务（含数字商务、跨境电商）健康快速

发展，根据《湖南省开放型经济与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现就申报 2022 年度省级电子商务资金项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支持对象和内容

（一）支持数字商务企业创建

1.支持国家级数字商务企业、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创建。支持

商务领域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大做强，对我省首次被认定为国家级

数字商务企业或电子商务示范企业，给予一定数量且不重复的资

金支持。

2.支持省级数字商务企业创建。参照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

化司《关于做好 2020-2021 年度数字商务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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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电促进函〔2020〕100 号）中关于数字商务企业的分类标准，

省级数字商务企业创建分为数字商务创新应用、数字商务服务两

大类。其中，数字商务创新应用类涵盖商品交易创新应用、服务

交易创新应用、数字内容创新应用三类企业；数字商务服务类涵

盖数字化运营服务、数字化营销服务、数据分析服务、数字金融

服务、数字物流服务五类企业。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报企业择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1）企业在湖南省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诚信

经营、依法纳税，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不良记录。

（2）申报数字商务创新应用类（商品交易创新应用）企业

2021 年度线上销售额零售类超过 5000 万元（其中平台企业超过

5 亿元）、批发类超过 3 亿元（其中平台企业超过 10 亿元）；申

报数字商务创新应用类（服务交易创新应用）线上销售额超过

5000 万元（其中平台企业超过 5 亿元）；申报数字商务创新应用

类（数字内容创新应用）相关营业收入（含会员费用、打赏收入、

广告收入、游戏及线上线下活动收入、周边商品收入等）超过5000

万元。

（3）申报数字商务服务类的企业通过为其他企业提供相关

服务获得的 2021 年服务营业收入超过 1000 万元，服务企业数量

在 20 家以上。

（4）申报企业在数字化程度、数据协同、科研能力、数字

安全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先进性，在促进我省商务领域企业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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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方面成效突出。

（5）长沙市以外其他市州的企业可适当放宽上述数量指标

标准，但不得低于上述标准的 60%。

（6）已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数字商务

企业且获得过资金支持的（含控股公司与其下属子公司以及同一

法人代表或具有关联投资关系的公司，其中任何一方获得过资金

支持的）不再重复支持，不列入此次申报范围。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2。

    （二）支持“数商兴农”示范县创建

根据《湖南省商务厅关于印发〈“数商兴农”专项行动助力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商电〔2021〕11 号）文件精神，

为鼓励各地创先争优、树立示范典型，支持创建 2022 年度全省“数

商兴农”示范县。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报县（市）择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1）“十三五”以来，电商工作评定一直为优秀，辖内电商

发展良好、增速较快，且落实我省数商兴农专项行动助力乡村振

兴工作较好、成效明显。

（2）具有良好的电商发展政策环境，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县

域电子商务发展规划，出台扶持电商发展的扶持措施，有专门推

动电商工作发展的独立部门和县级协调机构。

（3）电商发展人均规模较大、增速较快，全年人均网络零

售规模和增速、农产品人均网络销售规模和增速、电商快递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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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速均排在全省前列。

（4）各类市场主体广泛应用数字商务。在当地工商注册且

年线上营收 50 万元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排在全省前列。

（5）当地农产品供应链建设相对完善，农产品可电商化程

度相对较高，实现电商化的农副产品规模排在全省前列；网销“一

县一品”工作推进有特色亮点和突出成效，“三品一标”认证数量

排在全省前列。

（6）推进电商消费帮扶工作成效明显。电商消费帮扶的销

售金额排在全省前列。

（7）电商公共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建设有 2000 平方米及以

上、服务支撑相对完善的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快递物流集中

仓储服务中心；形成 1 个及以上产业相对集中、产值 1 亿元以上、

电商化程度 60%以上的电商产业园区或基地。

（8）“数商兴农”工作具备典型示范作用，相关工作受到省

政府、商务厅表彰，或者典型案例在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发布，

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3。

（三）支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

1.支持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对我省首次被认定为

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的优秀电子商务园区，给予一定资金支

持。

2.支持省级数字商务集聚园区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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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对电子商务相关产业的总体

办公建筑面积大于 2 万平方米，已入驻的电子商务企业及相关企

业超过 20 家（需含我省已认定的电商企业或示范企业），电子商

务年交易额达到 10 亿元以上的电商产业园区，择优给予一定资

金支持。

已获得过资金支持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含控股公司与

其下属子公司其中任何一方获得过资金支持的）不再重复支持，

不列入此次申报范围。

（2）支持直播电商基地、产业公共直播间建设。对近三年

实际已完成投资超过 1000 万元（基建费用除外），已建成运营且

2021 年度直播电商实际交易额超过 5 亿元，入驻的直播电商平

台、直播机构、MCN 机构、直播电商经纪公司、直播电商服务

机构等直播电商相关的机构、企业超过 5 家的直播电商基地，结

合申报单位、入驻企业纳税情况，择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对近

三年实际已完成投资超过 500 万元（基建费用除外），2021 年度

直播电商实际交易额超过 1 亿元，基于地方特色产业集群，面向

企业使用和服务，具有稳定直播电商产业链合作伙伴和公共属性

的产业公共电商直播间，结合申报单位、入驻企业纳税情况，择

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4。

（四）支持跨境电商发展

1.支持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试点。对 2021 年 10 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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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试点以来，我省成功开设跨境电商

网上店铺或独立站的传统企业实际支付给跨境电商孵化服务企

业的年服务费给予不超过 80%的支持；对我省传统企业在试点期

间通过跨境电商方式有实际成交、发货且出口数据体现在湖南的，

对其实际支付给跨境电商孵化服务企业的年服务费再给予不超

过 10%的支持。给予单个企业的支持不超过 2.4 万元。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5。

2.支持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建设。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运营主体（不含跨境电

商孵化服务企业）择优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1）在湖南省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已获得

对外贸易经营者等相关资质；

（2）有固定的服务场地和熟悉跨境电商政策的工作人员，

能够整合资源为企业集中提供全业务流程跨境电商孵化服务（包

括境外品牌注册、开店、选品分析、专业运营、销售计划以及跨

境电商相关政策普及、业务咨询和培训等服务；跨境电商平台、

关务、物流、支付、税务、金融、结汇等资源对接服务）；

（3）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信情况良好，依法纳税，无违

法违规经营等不良记录；

（4）可以及时为企业免费咨询、解答和协助解决跨境电商

业务开展过程中的相关疑难问题，与商务、海关、税务、外汇、

市场监管等部门保持良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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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派驻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3 名，且与

运营主体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6）孵化中心成功孵化跨境电商企业 10 家（含）以上，

即：为 10 家（含）以上湖南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提供过

孵化服务，且服务对象有跨境电商平台或独立站线上交易记录及

对应的进出口数据。

具体申报材料详见附件 6。

二、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各有关企业（单位）按照申报通知，结合

自身实际确定 1 个申报方向，通过“湖南省电子商务统计监测管

理系统”（企业端）（http://222.240.202.23:9000）下载申报材料

附件，按要求填写后提交申报材料。其中，附件 1 基本资料所

有企业（单位）都需填写并提交。附件 2-6 由企业根据确定的申

报方向选择填报。未在系统注册的企业请联系申报系统支持人员

完成注册后进行申报材料提交。

（二）市州初审和推荐。各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联合财政局负

责对申报企业材料进行筛选初审，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合规性负责把关后，联合行文，向省商务厅、省财政厅推荐。

（三）省级评审。省商务厅、财政厅将组织第三方对各市州

推荐上报的项目进行资料评审。根据资料评审结果并结合地方经

济贡献情况择优确定支持项目。

（四）对项目进行公示和确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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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第三方评审的项目，向社会公示，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

纳入 2022 年度支持范围，确定支持金额。

三、相关要求

（一）申报时间。各有关企业（单位）请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前完成资料填报并提交至系统。各市州商务、财政主管部门完

成项目初审后，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按优先

推荐次序排序汇总（附件 7），联合推荐正式文件以快递形式寄

送至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和省财政厅（对外经济贸易处）。

（二）推荐数量。省级数字商务企业申报，长沙市推荐不超

过 10 家，其他每个市州推荐不超过 2 家；“数商兴农”示范县申

报，在 86 个县（市）中，下辖 4 个及以下县（市）的市州择优

推荐 1 个县（市），下辖 4 个以上县（市）的市州择优推荐 2 个

县（市）；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申报，长沙市推荐不超过 4 家，其

他每个市州推荐不超过 2 家；跨境电商孵化中心，长沙市推荐不

超过 4 家，其他每个市州推荐不超过 1 家。其他申报方向据实推

荐。

（三）其他要求。各项申报主体要如实填写申报资料，各

市州、省财政直管县商务主管部门、财政局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优中选优原则组织推荐项目。严禁虚报、骗取、挪用、私分财政

资金，对违反规定的，收回已拨财政资金且三年内不得申报，并

按相关资金管理办法予以处理。

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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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商务厅联系人：电子商务处  莫凯栋 王文

联系电话：0731－82287104（兼传真）、82287096

电子邮件：hndzsw@163.com

2. 省财政厅联系人：对外经济贸易处 朱菀琴 郭斯顿

联系电话：0731－85165183、85165713

3. 申报系统技术支持：欧照 

电话及传真：0731-82289509

QQ 群：527832506、293325710

附件：1. 基本资料

      2. 省级数字商务企业申报材料

      3.“数商兴农”示范县申报材料

      4.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申报材料

      5. 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试点申报材料

      6. 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申报材料

      7. 申报 2022 年度电子商务资金项目汇总表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省财政厅

                              2022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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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基本资料

湖南省 2022 年度电子商务资金项目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申请支持类别： 申请支持金额（万元）：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合计近三年已纳税额（万元）

（请提供完税证明）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传真：

单位简介

项目简介（含申请理由及申请条件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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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我公司（单位）郑重承诺：

公司（单位）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诚信

经营、依法纳税，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

本次提交的                      申报材料内容及相关

证明材料真实有效。若有弄虚作假，我公司（单位）自愿承担由

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并且 3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申报企业（单位）：                      （加盖公章）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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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级数字商务企业申报材料

2022 年度省级数字商务企业申报表

填表时间：2022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类型

企业网址

姓名 职务 工作电话
联系人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营收概况

2021 年，企业营收为____万元，同比增长___%，纳税____万元；企业财报中资产回报

率(ROA)为___,投资回报率(ROI)为___；企业共获得融资____万元；企业 □是 □否 

盈利。

人力资源情况
企业共雇佣员工_____人，其中管理人员____人，市场团队人员____人，技术团队人员

____人，第三方合同人员____人，其他人员____人。

上市情况
1.□是 □否为上市企业,所在股市□上海 □深圳 □香港 □纽约 □伦敦 □其他__。

2.截至 2021 年，公司市值折合人民币为 ___，估值折合人民币___。

数字化程度

1.□是 □否 使用云服务技术，共拥有____PB 云空间供企业使用（含自建或使用第三方

提供的服务器），截至 2021 年，企业已有___项工作事项实现上云。

2.□是 □否 使用大数据技术，截至2021年，拥有非结构化数据___TB，结构化数据___ZB。

3.应用____种信息化管理系统,分别为____、____、____（若超过三个请在申报书中详

细列出，并对所有系统功能做介绍）。

4.□是 □否 建立信息化整合平台系统，整合了 □电子发票 □电子合同 □电子文档 

□电子文件归档 □其他____ 等功能，占企业全部功能模块的____%,截至 2021 年，电

子化的纸质票据、文件占全年处理纸质票据、文件的____%。

5.日常经营中采用____、____、____等数字技术方式节约能源，实现办公场所能耗变化

___%,其他场所能耗变化___%（请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做法及成效）。

数据协同
1.□是 □否 形成数字产品并参与数据交易，交易额为____万元。

2.□是 □否 与____、____、____等政府对接数据（请填写政府部门的详细名称）。

科研能力 1.年均科研总投入金额为_____万元，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例____%，截至 2021 年，共

获得有效发明类科研专利_____项。

2.获得云计算专利___件，数据技术专利___件，5G、物联网技术专利___件、通信类专

利___件，自动化技术专利___件，人工智能技术专利___件（请企业在申报书中详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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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专利获得及与技术的商业应用情况）。

3.2021 年，通过自研数字技术创造价值____万元（请在申报书中介绍成果），自研数

字技术获得国家/地方奖励认证___件。

数字技术安全

与数据安全防护

1.□是 □否 建立相对应的安全协议，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与隐私安全。

2.应用 □软件 □硬件 □云防护 □生物识别 □其他___ 等安防手段，保证企业数据安

全（请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

3.□是 □否 应用商用密码技术，□是 □否 应用安保区块链技术。

4.2021 年，企业在数字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防护上的开支为____万元。

注释：（1）同比变化为与上一年相比较的变化值，增加为正值，降低为负值。

（2）以上内容为企业共性选项，请如实填写，若企业日常经营不涉及相关选项可不填写。

（3）下述内容为企业非共性选项，请企业根据自身主营业务和特点，谨慎选择其中一类进行申报并

填写。企业在选择申报类别后，实际业务开展涉及到其他类指标数据的，可以自愿填写作为申

报参考。

数字商务创

新应用类与

数字商务服

务类

商品交易

创新应用

1.企业类型为 □批发类 □零售类，共拥有企业用户（会员）____家，2021 年同比增长

___%；个人用户（会员）___人,同比增长___%。

2.□是 □否 开设实体店面，2021 年实体店销售额为____万元；通过体验店带动线上

（通过网上下单，由实体店发货而非库房发货）销售额为____万元；□是 □否 使用

VR/AR、生物识别等技术，使用比例为____%；□是 □否 通过热区分析，合理调整商

品位置，使单一店面平均销量上升____%。

3.□是 □否 自主运营建设数字化供应链（最低要求实现基础货物数量查询，自动记账

等功能），2021 年通过使用数字化供应链交易额增加值为____万元；□是 □否 应用

了 C2M 柔性供应链生产规模化定制产品（一次性生产 100 件产品以上）____种，通过

数字化供应链连接上游企业___家，下游企业___家，连接金融、数据分析、物流等功

能企业____家，实现□信息共享 □金融融资 □智能物流 □其他___等服务功能。

4.□是 □否 使用自动补货系统，2021 年通过自动补货系统库存成本下降____%，应用

数字技术后，库存周转率提高____%，运营成本降低____%，坪效增加____%。

5.2021 年线上销售额为____万元，占全部销售额比例____%。

6.2021 年数字化会员比例____%（经常性使用企业小程序、客户端的客户占全部会员

客户数的比例）。

7.2021 年，以模式赋能的方式带动其他商品交易类中小企业___家，共输出___个 SKU，

赋能的所有中小企业累计完成交易____万元，同比提升___%。

8．□是 □否 利用大数据技术或与平台合作，对产品和包装进行绿色环保设计。线上

销售商品 □是 □否应用智能打包系统，加强快递包裹与包装箱科学匹配，请列举采用

直发包装的商品品类___、___、___（请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做法及成效；直发包装指

出场包装不增加额外的快递包装，可直接运输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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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交易

创新应用

1.服务覆盖 □餐饮 □办公 □出行 □教育 □医疗 □体育 □住宿  □其他，截至 2021

年，共拥有企业用户（会员）___家，同比增长___%；个人用户（会员）___人,同比增

长___%。

2.2021 年共运营 APP 服务程序____款，下载量为___次，同比变化___%。

3.2021 年线上销售额为____万元，占全部销售额比例____%。

4.□是 □否 提供共享类型服务，2021 年，共享服务交易额为_____万元，占企业全部

业务的____%。

5.通过数字技术的优化升级，2021 年，平均单笔业务响应时间为____秒,同比变化

___%；平均单笔业务服务时间为____分钟，同比变化____%；客服服务好评率为（好

评及以上）____%，同比变化____%。

6.□是 □否 在服务中使用 VR/AR、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创新技术，使用比例为

____%；请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使用创新技术后客户粘性提升、用户满意度提升等情

况。

7.2021 年，以模式赋能的方式带动其他服务交易类中小企业____家，赋能的所有中小

企业累计完成交易____万元，同比提升____%。

8.2021 年，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____人。

数字内容

创新应用

1.提供以下 □新闻资讯 □网络直播 □游戏 □音乐 □电影、电视剧 □电子报刊、杂志、

书籍 □网络小说 □视频创作 □网络综艺 □教育公开课 □网络社交媒体 □其他___ 

类型服务，共运营___个品牌____个 APP 程序。

2.拥有原创内容占比__%,2021 年，共推出原创内容__个，播放量（阅读量）__亿。

3.2021 年，共有___人在企业旗下平台使用增值服务（充值打赏、会员、付费节目

等），其中，会员费用收入为____万元，打赏收入为____万元，占总营收___%；广告

收入为____万元，占总营收___%；其他形式收入（如游戏、线上线下活动、周边商品

等）____万元，占总营收____%。

4.□是 □否 运营直播电商相关业务，使用 □外部电商平台 □自建平台 。

5.2021 年，旗下平台直播电商交易额为____万元，发动明星主播带货农村产品___万元。

6.2021 年，举办线上品牌发布会____个，共吸引____观众观看。

7.使用 □图像识别 □语音语义识别 □大数据 □智能搜索 □其他___等技术对违法信

息进行监管。

数字化

运营服务

1.提供 □财务电算 □电子合同 □电子文档 □远程会议  □其他___ 等共____种数字

化服务支撑。

2. 2021 年，服务企业用户____家，同比变化___%；个人用户___人，同比变化___%。

3.提供的数字化服务升级周期为____天，□是 □否 提供在线升级服务。

4.□是 □否 通过云平台提供数字化服务（如 SAAS 服务等），2021 年，云上服务营业

额为____万元，同比变化____%。

5.□是 □否 提供系统运营、维护，2021 年，系统维护、修复收入____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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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 年，帮助___家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帮助其他企业平均节约工作成本___万元，

提升效率___%。

请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赋能企业、优化供给、提高供需匹配等方面的 2-3 个成功案例，

并列出客户企业通过数字升级后提质增效的情况。

数字化

营销服务

1.2021 年，通过各类平台，共引流____亿人次。

2.2021 年，共销售商品 SKU____种，包括 □农产品 □电器产品 □生活日用品 □数码

产品 □服装 □化妆品 □食品 □其他____，完成销量____万元；带动农村产品（农产

品与农村生产的商品）销量为____万元，占总销量的___%。

3.旗下共拥有各类主播人才、大 V、艺人明星（单一平台粉丝数超过 10 万）等共___人，

共引流___万人次，其中____人与固定平台签约。

4.2021 年，共发布带货文案、短视频等____个，点击率达____亿次，带动商品销售额____

万元。

5.企业旗下明星主播在淘宝直播最高流量为____、抖音最高流量为____、快手最高流量

为____、其他(_____)平台最高流量为_____ (请在申报书中附上排名材料）。

6.除直播电商外，其他业务收入为____万元，占总营收___%。

7.通过数字营销模式，助力___家企业实现销售业绩增长，提升品牌价值。

请在申报书中列举 2-3 个成功案例，详细介绍通过数字营销帮助客户公司提升销量、

完成品牌口碑提升的方式。

数据分析

服务

1.为____个行业提供数据分析服务， □是 □否 形成数据库，拥有____TB 的数据。

2.通过 □网络抓取 □问卷调研 □行业调查 □专家访谈 □数据交易 □其他____等形式

获取数据。

3.2021 年，数据产品销售额为____万元，采用了□客户分群 □留存分析 □转化分析 

□路径分析 □其他____等方法。

4.2021 年，为___家企业提供数据分析服务，其中驻场服务___家企业。

5.2021 年，企业 □是 □否形成 □月度 □季度 □年度 行业报告，共形成行业分析报

告____份，共售出____份。 

6.为保护自身数据版权，采取了____、_____、_____等 ___项措施。

7.□是 □否 提供数据产品的评估服务，2021 年，为___家客户提供该项服务。

8.2021 年，通过各种形式的数据产品赋能客户后，被赋能客户营收变化___%（可提供

所服务企业中的一家变化情况）。

请在申报书中列举 2-3 个成功案例，介绍数据分析服务帮助客户提质增效过程与成果。

数字金融

服务

1.提供 □三农金融 □供应链金融 □移动支付 □金融云 □保险服务 □投资理财 □基

金证券 □移动银行 □其他___ 。

2.金融服务载体为 □线下场所 □电脑云端 □移动 APP □其他___。

3.2021 年，共为____企业客户、_____个人客户提供数字金融服务；数字金融业务交易

额为____万元，同比变化____%，其中网络移动支付业务交易额为____万元，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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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三农、供应链金融交易额为____万元，同比变化____%,占比为____%；共为__

企业客户（其中中小微企业__家）、__个人客户提供数字金融服务。

4.□是 □否 提供移动支付服务，2021 年，已建立___万个支付终端服务___家商铺；共

有___人实名制注册并使用移动支付功能，同比变化____%。

5.应用 □生物识别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其他___ 先进信息技术，这些技

术已在企业的____、_____、_____等____个业务中得到应用。

请在申报书中列举 2-3 个成功案例，详细介绍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如何通过数字手段

提质增效、方便客户、助力供应链中中小企业发展。

数字物流

服务

1.应用□机器人 □5G □大数据分析 □云计算 □物联网 □其他__等先进信息技术，2021

年，通过应用先进信息技术，小件（重量计算）包裹配送时间平均同比变化___小时，

大件（体积计算）包裹配送时间平均同比变化___小时（同上一年相比，下同，请企业

估算）。

2.利用数字化技术后，每平米仓储平均成本由___元降低到___元，配送平均成本由__元

降低到___元/订单。

3.货物 □是 □否 实现实时追踪，用户通过 □电脑客户端 □APP □小程序 □其他____

等途径查询货物位置、配送剩余时间等情况。

4.□是 □否 提供共享物流服务，单笔业务平均响应时间为___秒。

5.□是 □否 在仓储、物流等设施中积极应用数字技术降低能耗，□是 □否 采用智能

立体货架、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仓储运营效率变化____%，□是 □否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科学配载、线路优化，车货匹配效率变化____%（可在申报书中

详细介绍做法及降本提效情况）。

6.截至 2021 年，自主开发___套物流系统软件，赋能____家中小物流企业进行数字化转

型（可在申报书中详细介绍开发系统的情况）。

请在申报书中列举 2-3 个成功案例，详细介绍企业物流快递业务中应用数字技术提质

增效的情况或企业提供数字物流系统服务，帮助其他物流快递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况。

企业法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财政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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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数字商务企业申报书（提纲）

一、企业概况

（一）基本情况。企业成立时间、地点、数字商务相关主营

业务、服务对象及覆盖范围；上市情况、股权结构及与子（母）

公司业务联系、在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企业规模、行业地位、

员工数量等。

（二）经营业绩。企业盈利模式、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产品销售产值、提供服务收入、实现利润、利税

总额、年度纳税情况等。

（三）数字化程度。企业日常运营中，使用云、大数据等数

字技术提升对内办公能力，增强部门间沟通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节能绿色环保的情况。

（四）数据协同。企业收集、处理、分析、应用数据要素的

情况；通过数据交易的盈利情况；与其他企业、政府部门、机构

共享数据的情况。

（五）科研能力。企业开发数字技术的综合情况，包括技术

开发团队规模、年投入、专利数量等；通过自由产权技术开发，

有效提升产品品质、服务质量，拓展产品服务市场，增加用户满

意度的情况。

（六）数字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防护。企业防止侵犯知识产

权的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通过技术手段提升企业数据安全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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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方法；保障数据安全可靠，防止用户信息失窃的方法；商用

密码应用情况。

二、特色与成效

根据企业运营情况，详细介绍除云、大数据外，其他先进信

息技术应用、企业运营特色、创新方式方法、企业服务社会效益

等，并根据申报表中选取的以下对应类型（仅选取一类）进行编

写。

（一）商品交易创新应用。商品交易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措施与效果，包括实现无人店面、与供应

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数据共享、使用柔性供应链实现大规模定制生

产等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做法等；通

过模式赋能其他同类中小企业，帮助其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

业提质增效情况。

（二）服务交易创新应用。服务交易类企业利用先进信息技

术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措施与效果，包括通过技术、数据等生

产要素，利用共享等经济模式提高服务品质、提升服务效率、降

低服务中用户的等待时间等；通过服务模式带动行业进行数字化

转型升级、拉动就业的情况。

（三）数字内容创新应用。数字内容企业开发、运营媒体、

视频、社交平台的具体措施与效果，包括通过应用先进信息技术，

如图像识别、语音识别、VR/AR 等在长短视频、文娱直播等领

域的创新做法；通过提供高品质的内容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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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通过精准市场定位有效扩展用户群；通过先进识别技术加

强内容监管，有效根除非法内容等情况。

（四）数字化运营服务。数字化运营服务企业利用云、大数

据等数字技术为客户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措施与效果，包括开发服

务系统的种类、数量，服务、提供售后技术支持与系统升级服务

的质量；为其他企业日常运营提供数字技术支撑，赋能其他企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情况。

（五）数字化营销服务。数字营销企业通过电商、社交等平

台，利用直播等手段提供数字营销的情况；通过直播引流与变现

的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实现选品、内容挖掘、营销推送，提升

客户企业商品销量与品牌知名度的情况。

（六）数据分析服务。数据分析服务企业采集、清洗、分析、

交易数据的情况；通过行业调研驻场客户企业等方式，利用数据

产品与数据定制化服务帮助客户企业精准定位市场，实现提质增

效的情况；为行业提供数据分析，全面分析当前市场情况与痛点，

形成行业分析报告，助力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情况。

（七）数字金融服务。数字金融服务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移

动支付的情况；通过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为供应链平台、三农

等热点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助力中小企业融资，解决中小企业无

信用记录等痛点的情况；提供其他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方式、效果

等情况。

（八）数字物流服务。数字物流服务企业使用数字技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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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物流服务效率的情况；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开发升级物流快递

系统平台，提升全国或区域物流快递服务质量，提供可追溯状态

查询的情况；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节能环保，发展绿色物流快

递的情况。

三、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四、2021 年特色案例

根据申报表所选类型，选取 2021 年企业与数字商务结合紧

密的业务编写案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核心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定位。企业所服务行业或领域

整体发展情况，行业地位及市场空间，与主要竞争对手的业务区

别等；主要产品或服务介绍，上线时间、市场效果（通过数据或

例证表述）、和市场同类产品的区别，以及企业产品或服务绿色

环保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等。

（二）企业数字赋能情况。企业主要产品或服务中应用数字

技术的现状与特点，应用数字技术后提质增效情况等。

（三）企业数字商务发展的成效。企业自身完成数字化转型，

赋能产业推动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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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认定条件的相关证明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扫描件、税务登记证扫描件、组织机构代码

证扫描件，三证合一的企业可只提供营业执照。

2.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备案）ICP 证扫描件

3.2021 年度或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会计年报，2021 年度公司

财务报表、其他证明材料

4.数字商务创新应用类企业线上销售额证明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商城或店铺截图、后台订单截图，店铺销售订单管理查询账

号等；

5.数字商务服务类企业相关服务年收入证明材料，服务企业

客户清单及联系方式、服务合同等。

6.涉及行政许可的商品或服务经营许可证扫描件

7.企业开发技术的专利证明扫描件

8.企业获得的数字商务相关奖励证明

9. 企业实景照片（不少于 5 张）及文字说明；

10.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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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数商兴农”示范县申报材料

2022 年“数商兴农”示范县申报书（提纲）

一、基本情况

1.县情介绍。包括但不限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交通状况、

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特色产业发展情况等。

2.电商发展现状。“十三五”以来，县域发展电子商务开展了

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获得了哪些重要成就。当前，

县域电商整体情况如何，2021 年“数商兴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如

何。

二、“数商兴农”示范县创建的几项重点内容

1.电商发展政策环境。是否有制定县域“十四五”电子商务发

展规划或多年行动计划，出台扶持电商发展的扶持措施；是否有

专门推动电商工作发展的独立部门和县级协调机构。提供相关政

策文件、工作记录、县领导推进工作的媒体报道等佐证材料。

2.网络零售发展情况。全年网络零售规模和增速、农产品网

络销售规模和增速、电商快递规模和增速情况，以及各指标人均

规模和增速情况。提供当地连续 3 年（2019-2021 年）网络零售

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的第三方统计数据，以及当地所有快递物

流企业连续 3 年（2019-2021 年）电商快递量、快递成本的佐证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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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类市场主体应用数字商务情况。在当地工商注册且年线

上营收 50 万元以上的市场主体情况，提供此类市场主体名单、

所应用电商平台、店铺网址、年交易额等佐证材料；当地电商发

展生态如何，以及存在哪些电商业态，提供当地各种业务类型的

电商企业（应用型、运营服务型、平台型等）Top10 名单及相关

业绩证明，以及与全国电商大平台的合作情况。

4.农产品可电商化程度。当地农产品供应链建设及网销“一

县一品”工作推进情况，提供当地 SC 认证和“三品一标”认证清单；

提供当地电商化农副产品资源库名录（含主销电商平台链接）；

提供连续 3 年（2019-2021 年）网销“一县一品”品牌建设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重点活动、品牌形象、宣传推广、网销数据、完善

供应链设施等情况。

5.电商消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电商消费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及帮扶销售金额如何，提供当地 2020-2021 年电商消费帮扶数据

证明材料；提供当地电商消费帮扶产销对接活动情况、电商消费

帮扶专柜情况以及典型案例。

6.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入驻企业、服务事项、培训工作等情况；快递

物流集中仓储服务中心建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仓储规模、商品

存储情况、打包分拣能力、快递价格等情况；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重点介绍产业相对集中、产值 1 亿元以上、电商化程度 60%以上

的电商产业园区或基地，提供产业发展相关佐证材料，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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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产业主要企业/合作社名单、相关业绩佐证材料等。

7.“数商兴农”工作的典型示范情况。相关工作受到省政府、

商务厅表彰，或者典型案例在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发布，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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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申报材料

2022 年度电商园区、直播基地建设申请表
一、园区（基地）基本情况

园区（基地）名称 园区（基地）地址

申报园区（基地）类别 □电商产业园区           □直播电商基地     □产业直播间

正式运营时间 办公建筑面积（平方米）

已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数量（家） 已入驻直播电商企业、机构数量（家）

其中：为我省已认定的电商企业

或电商示范企业数量（家）

2021 年度园区电商交易额、直播电

商交易额（亿元）

直播电商基地、产业直播间建设

计划投资额（万元）

直播电商基地、产业直播间建设实际

已完成投资额（万元）

直播电商品牌或 IP
□有（具体品牌或 IP）

____________________
□无

直播活动场次（场）

已入驻电子商务企业类型

（可多选）

应用类：1.通过自建平台的网络销售企业□  2.通过第三方平台的网络销售企业□  3.开

展电子商务业务的传统企业□  4.其他(注明)              □

第三方平台类：1.提供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B2B□  2.提供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 B2C□ 3.提供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C2C□  4.其他(注明)              □

支撑服务类：1.网络支付□  2.物流配送□  3.技术服务□  4.代运营□  5.营销推广□  

6.专业培训□   7.其他(注明)                □

直播电商类：1.直播电商平台□  2.直播机构□  3.MCN 机构□  4.直播电商经纪公司□  

5.直播电商服务机构□  6.其他（注明）               □

园区（基地）已获得的称号或荣

誉

二、园区（基地）运营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电话/手机

运营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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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职  务申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企业法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财政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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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机构名单及经营情况简表

编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入驻时间 年营业收入
电子商务

年交易额
年纳税额

年度平均

就业人数

网址或平台

店铺名称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申报电商产业园区的填报电商企业数不少于 20 家；申报直播电商基地的填报直播电商企业、机构数不少于 5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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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电商园区、直播基地建设申报书
（提纲）

一、基础环境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概况，支柱或特色产业

现状、规划及趋势，当地电子商务发展情况，当地政府已出

台的支持园区、基地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等。

二、园区、基地建设现状

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基地范围，基础设施情况，企业集

中、产业集聚，管理机构和工作机制建立，业务团队、直播

电商产业链合作伙伴、直播活动开展，入驻优惠政策，基地

内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创新，提供平台对接、培训、孵化、

人才、金融、供应链、物流、硬件、营销等配套支撑服务情

况，标准或规范制定情况，促进区域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作用发挥。

三、园区、基地建设未来规划

包括但不限于 3-5 年内园区、基地建设方案，在环境营

造、效益实现、服务提供、企业培育等方面目标，电子商务

企业聚集和孵化数量、基地内企业年营收规模、研发机构数

量、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企业培育和带动人员就业情况等。

四、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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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认定条件的相关证明资料

1.申报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扫描件、税务登记证扫描件、

组织机构代码证扫描件，三证合一的可只提供营业执照；

2.申报企业 2021 年度或 2020 年度经审计的会计年报，

2020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其他证明材料；

3. 已入驻电子商务企业、机构名单及经营情况简表；

4. 电商产业园区 2021 年度电子商务交易额证明材料；

直播电商基地已完成投资额、直播电商交易额的证明材料，

包括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

5.园区、基地获得相关荣誉证明；

6. 园区、基地实景照片（不少于 5 张）及文字说明；

7.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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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试点申报材料

1、企业的基本情况及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情况简介；

2、2021 年 10 月以来，与跨境电商孵化服务企业签订的

孵化服务合同以及实际支付的年服务费证明；

3、2021 年 10 月以来，开设跨境电商店铺和跨境电商实

际成交记录、发货证明，以及纳入湖南进出口统计的相应数

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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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 年

湖南省跨境电商孵化中心

申报材料
 

 

 

申报类型：   跨境电商孵化中心 

申报主体：                               

负责人：                                            

负责人手机号：                               

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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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申请表
运营企业或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 湖南省  市   县（区/市）

详细地址

跨境电商孵化中心

服务场所

相关资质

2021年跨境电商孵化中

心专业人员数量（人）

成功孵化跨境电商企

业数量（家）

跨境电商孵化中心

服务功能

跨境电商孵化中心

已开展业务情况简介

（500字以内）

企业法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市州财政主管部门意见（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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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申请报告
（模板）

一、运营企业或机构基本情况介绍。包括：成立时间、地点，

注册资金、主营业务，股权结构及与子（母）公司业务联系，业

务规模、行业地位、员工数量，内部财务管理、依法纳税等相关

情况。

二、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服务功能情况。为传统企业开展跨境

电商进出口业务集中提供孵化服务（包括境外品牌注册、开店、

选品分析、专业运营、销售计划以及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普及、业

务咨询和培训等服务；跨境电商平台、关务、物流、支付、税务、

金融、结汇等资源对接服务）情况、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等的介

绍。

三、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上年度服务情况。服务场地及工作人

员情况，为企业提供跨境电商孵化服务的总体情况及典型案例，

推动新增有跨境电商进出口实绩企业情况，推动跨境电商进出口

业绩增长情况。 

四、跨境电商孵化中心上年度运营支出情况。

注：申请报告按以上四个标题形成书面材料。报告标题字体

为华文中宋二号，正文标题为黑体三号，正文内容为仿宋三号，

行距为固定值 29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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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认定条件的相关证明资料

一、注册及资质证明材料：

1、申报企业或机构的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

2、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等资质证明；

3、企业或机构取得的其他荣誉及证书。

二、服务场地及人员证明材料：

1、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服务场所的实地照片等；

2、派驻跨境电商孵化中心的专业人员花名册（含联系方

式）、劳动合同等。

三、服务功能证明材料：

1、与相关跨境电商平台等资源对接的合作协议；

2、能够提供跨境电商孵化服务（包括境外品牌注册、开店、

选品分析、专业运营、销售计划以及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普及、业

务咨询和培训等服务；跨境电商平台、关务、物流、支付、税务、

金融、结汇等资源对接服务）的相关证明。

四、为传统企业提供服务的证明材料：

1、为传统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提供了服务的企业名单（含

服务内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服务合同等；

2、开展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普及和业务培训的相关证明（含

培训现场照片、签到表等）；

3、成功孵化的服务对象通过跨境电商平台或独立站线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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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记录及对应的进出口数据证明及服务对象出具的真实性声明。

五、其他证明材料：

1、申报企业或机构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等（含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202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财务

报表）；

2、跨境电商孵化中心运营支出证明材料；

3、其他需要补充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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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申报 2022 年度电子商务资金项目汇总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资金支持
金额（万元）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Ⅰ 1
…

小计 - -

Ⅱ 1

…

小计 - -

…

合计 - -

备注：此表由市州、省财政直管县市商务局填写，申报项目列表先后按优先推荐次序。

类别：Ⅰ：数字商务企业创建；Ⅱ：“数商兴农”示范县创建；Ⅲ：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创建；Ⅳ：跨境电商发展。

填表联系人:                 所属科（股）室：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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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