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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832 平台介绍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客服热线：400-1188-832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为贯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30号)，落实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按照

《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着力拓宽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促进农民群众持续增收，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有关要求，建设运营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平台集“交易、服务、监管”功能于一体，实现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在线展示、网上交易、物流跟踪、在线支付、产品

追溯一站式聚合，连接脱贫地区带贫能力强、产品质量好、有诚信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与中

央预算单位、各级预算单位和非政府采购领域单位，为全社会广泛参与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推动各地乡村产业振兴

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支持。

平台将秉持“公开、公正、公平”为原则，突出乡村产业振兴使命，以政策为指引，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规范交易引

导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实现品质化、标准化、规范化及品牌化，逐步带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农副产品产业升级。



财库〔2019〕27号 财库〔2019〕41号

建设全国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财政部、原国务院扶贫办、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文，建设网络销售平台（832平台），

鼓励动员各级预算单位等购买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2019年10月17日，财政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国务院扶贫办三部委共同举行扶贫

832平台上线仪式，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原

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司长曲天军出席并致辞。

扶贫832平台首页 10月17日启动仪式

平台上线



政策文件

财库【2021】20号
二、加强脱贫地区农副产品产
销对接
（一）加强脱贫地区农副产品
货源组织。脱贫地区县级农业
农村部门会同乡村振兴部门建
立“832平台”供应商审核推
荐机制，积极推荐832个脱贫
县产业带动能力强、增收效果
好的农副产品供应商入驻
“832平台”，优先从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经营主体以及使用食
用农产品达标合格证、取得绿
色有机地理标志认证的供应商
中推荐。

根据“财库【2021】19号、财库【2021】20号”文件，平台更

名为“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简称“832平台”。



2020年交易大数据

2021年4月，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总体部

署和“四个不摘”工作要求，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

合出台了政府采购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政策，继续

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组织各级预算单位采购脱贫

地区农副产品，通过稳定的采购需求，持续激发

脱贫地区发展生产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围绕政策内容，“832平台”紧抓政策文件

的契机，通过加强平台销售商品的质量和安全管

控、加强商品价格管控、优化支付结算流程、开

展产销地仓建设、开展工会福利采购业务试点等

措施持续完善平台功能，不断提高运营水平，截

止到2021年11月30日，当年交易额已突破100亿

元。



PART 01 供应商入驻



平台业务体系

832个国家级脱贫县供应商

县
级
推
荐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832平台）

注：
1、县级农业部门包含“农业农村局”、“农牧局”、“农林局”等；
2、推荐函需要县级农业部门和乡村振兴局共同给盖章。

832平台供应商信息核准
及录入

县级农业部门
和乡村振兴局
联合核准推荐

财政部

预留份额填报

分级设置录入 录
入
系
统

采购人

推
荐
函
申
请

提供推荐函

商
家
入
驻 出

台
政
策

确定预算比例

采
购



供应商

·注册地在832个国家级脱贫县内；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经平台审核批准在平台从事商品销售的企业法人和其它合法经营者。



农副产品

指来自 832 个国家级脱贫县域内注册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出产的农副产品。

可食用

✔

酒 手工艺品民俗用品活禽/畜
鲜活水产

保健品/药品
婴幼儿奶粉



PART 02 供应商注册流程

1.注册前资质准备 2.注册新用户 3.完善供应商信息



注册前资质准备

• 县级农业部门和乡村振兴局推荐函；

• 法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 营业执照；

• 银行开户许可证（基本户）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 食品生产及明细表或经营许可证（如只做初级农产品经营无需提供）；

• 企业承诺函、扶贫证明、推荐函（非必须，加分项，可不上传）；

• 平台上传材料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均可（如提交复印件需加盖公章，法人身份

证原件扫描也需加盖公章）。



注册前资质准备-1

• 县级农业部门和振兴局推荐函

推荐函模板下载地址：https://www.fupin832.com/article-0-202112-2818504.html



注册前资质准备-2

• 法人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

要求大小（3M以下)



注册前资质准备-3

• 营业执照

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要求大小（3M以下)



注册前资质准备-4

• 银行开户许可证（基本户）

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要求大小（3M以下)



注册前资质准备-5

• 食品生产许可证（预包装食品生产、销售）

【原件或加盖公章（红章）复印件】

➢ 食品生产许可证和品种明细表



• 流通企业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

• 或“食品经营备案”。（销售预包装

食品）

➢ 食品经营许可证

注册前资质准备-6

【提供原件或加盖公章（红章）复印件】



注册前资质准备-7

• 扶贫证明、企业承诺函、政府推荐函

推荐，可不传推荐，可不传推荐，可不传



注册流程界面1

1、打开网址
https://www.fu
pin832.com/

2、点击供应商中心



注册流程界面1

3、点击免费注册



注册流程界面2

fupin832.com02 25

审批码商家选择
“乡村振兴局推

荐”，填写审批码。

推荐函商家选择
“农业农村部门
推荐”，填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流程界面3

fupin832.com03 26

点击完善信息，进入到下一界面。

注意：如果注册后没有及时完善信息或页

面关闭，出现找不到完善信息入口的情况，

参照下面步骤操作查找

登录账号--供应商中心--会员中心--

会员信息---供应商信息



注册流程界面4-1

fupin832.com04

注意：如果注册后没有及时完善信息

或页面关闭，出现找不到完善信息入

口的情况，参照下面步骤操作查找：

登录账号--供应商中心-点击供应商信

息即可。



注册流程界面4-1

fupin832.com04 28

进入供应商信息完善

右侧标红框中星号项为必填，

按照图片中示例操作。

注意！

必须跟

营业执

照上的

地址完

全一致



注册流程界面4-2

公司logo按要求上传，注意图片大小
无logo，上传纯白色图片。

开户行信息为易错点，翻至4-3，为您具体讲解。

账户名称、开户行账号、注册资金按示例填写

统一信用代码处勾选 “是”

供应商范围为易错点，翻至4-4，为您具体讲解。



注册流程界面4-2-1

统一信用代码处勾选 “是”

统一信用代码是根据县级推荐函提前录入或从消费扶贫工

作系统自动获取的。重点注意字母大小写。

更改完成后，可点击右侧“更新”按钮，更新统一信用代码

请选择营业执照的有效期，如长期有效请输入

9999-12-31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图

营业执照有效期查看办法，见左图



注册流程界面4-3

*开户行信息填写提示，以
下银行地址为例

举例说明：直接按企业开户行

全称搜索可能会遇到搜索不到

的情况，如右图示例 图一

图一，查找不到

图二，能查找到

解决方法：例如“广西田阳县

某某支行”，您直接搜索“田

阳”两个字，其余的辅助文字

都不要，这样就能快速找到相

应的银行，如右图示例 图二

只可选填，不可直接打字输入

选填技巧

注意！

平台目前不支持农

村信用合作社、

农业发展银行，

如您的资金账户是

这两家银行，请在

本公司基本户下重

新办理一个其他银

行（建议四大行为

主）一般户，然后

将一般户信息填入

信息栏，图片资质

上传处依然使用基

本户信息图片，不

用考虑图文信息不

对应问题。



注册流程界面4-3-1

开户许可证，必须上传！！！

要求：请上传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

户开户凭证，如提供复印件请加盖企

业公章，大小不超过3M：



注册流程界面4-4

可选经营类目：根据县级推荐

函核准类目进行对应类目选择

或“消费扶贫工作系统”国扶

办发布后系统自动带入类目。

类目开通：供应商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自主选择要经营的类

目。点击上方的某个类目，即

可出现在“选中供应范围”列

表框内。如：点击“谷物作物/

大米”，下方“选中供应范围”

列表框内就会对应出现“谷物

作物/大米”。

注：请确保供应商自身的经营范围、经营资质完全覆盖自己申报通过的类目，才

可以全选已通过的类目。否则请先去相应监管部门增项或办理相关资质证件。



注册流程界面4-5

法人身份证，必须上传！！！

要求：身份证正反面扫描到同一页上，

并加盖企业公章。具体示例见下图：

请选择法人身份证有效期，如长期有效请输入
9999-12-31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6

如果企业是生产型企业，请点选
“食品生产许可 ”                          

需要上传食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生产许

可品种明细表，如提供复印件，请加盖

企业公章。

可选项，非必填，如有请上传。

请选择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如长期
有效请输入
9999-12-31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6-1

如果企业是贸易型企业，且所做商品非初级农产品

请点选“食品经营许可 ”   

需要上传食品经营许可，如提供复印件，

请加盖企业公章。

请选择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如长期有效请输入

9999-12-31

具体操作办法如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6-2

如果企业经营产品为初级农产品，请点选初级农产品，不需要上传相关证书

如何判断商家所经营商品是否为初级农产品，请参见4-6-3



注册流程界面4-6-3

右图中所列28大类商品均不属于初级农产品，
需提供食品生产或食品经营许可证。



注册流程界面4-7

企业承诺函，非必填，需按平台提供的模板

开具，具体下载链接参见“企业承诺函模板，

请下载使用”。

企业承诺函，需要企业加盖公章！

审核通过后，供应商“企业承诺”标签自动

点亮。具体参见右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7-1

扶贫证明，非必填。

注意！！！扶贫证明要求字迹清晰，必

须加盖企业注册地所在县扶贫办公章。

审核通过后，供应商“扶贫”标签自动

点亮。具体参见右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8

此页面三项资质为可选加分项，有则上

传，没有就不用传。

政府推荐函：要求必须是企业注册所在

县人民政府公章，需要使用平台提供的

固定模板。下载链接参见“政府推荐函

模板，请下载使用”。图片大小不超过

500kb，审核通过后，政府背书标签自

动点亮，详见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8-1

此页面三项资质为可选加分项，有则上

传，没有就不用传。

地方龙头企业证明：

上传企业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龙头企业

牌匾或证书。地方龙头企业包括：县级/

市级/省级/国家级龙头企业。

审核通过后，政府背书标签自动点亮，

详见下图



注册流程界面4-8-2

此页面三项资质为可选加分项，有则上

传，没有就不用传。

其他资质：

以上未涉及的企业其他资质均可上传至

此。包括但不限于商标证书、品牌授权、

检测报告、欧盟认证、质量体系认证、

原材料产地证明、屠宰加工协议、动物

检疫合格证、屠宰加工许可证、委托代

理销售协议、委托代工协议等，最多可

上传20张图片。

以上所有资质按需上传完成后，点击提交，进入待审核状态，等待审核！



注册流程界面5

目前审核周期为3-5个工作

日左右，审核工作人员会加紧

处理，期间请勿催促，如超过

期限未审，可以与工作人员沟

通处理。

注意！审核期限内催促审

核不会改变进度！！！全国的供应

商在注册提交后都需按先后顺序逐

一审核。



注册流程界面6

审核通过后可以按照下一步提示进行后

续的操作。

如此时您还未进入“供应商帮扶

群”，请及时与对应省区域经理联系！



PART 03 实名认证与电子签章



保证金：店铺保证金金额

20000元，保证金必须缴

纳，如不缴纳，无法上传

产品。

先做实名认证再

开通电子签章。

开通电子签章后

方可签署入驻协议！

审核通过后登陆供应商后台“提示框”



实名认证-前提条件

恭喜您，您的店铺

”审核通过“

如未审核通过，会提示该状态下不能进行实名认证。



实名认证--步骤1

登录供应商账号进入供应商中心，点

击“会员中心”“实名认证服务”菜

单

点击【我要认证】按钮，认证界面

会以新窗口弹出，新窗口参见步骤

2图示



实名认证--步骤2

选择相应的【企业管理员身份】，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选择“企

业法定代表人”，此类管理员身份

认证过程步骤相比较为简洁，手机

微信扫描右侧的二维码，手机效果

图参见步骤3：



实名认证--步骤3

完成手机端操作后，PC端的界面二

维码消失，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注意！！！

建议使用平台实际运营管理人员的

手机号码，该号码为后续平台签订

所有合同时接收验证码的唯一号码。



实名认证--步骤4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填

写企业信息步骤



实名认证--步骤5

此时会带入832系统中存在的信息

（营业执照图片、企业名称、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四

要素信息）且不可在此处修改（如

要修改此四要素信息，请供应商在

供应商中心修改资料并重新审核）



实名认证--步骤6

1.企业法定代表人认证：如若【组织类

型】与【认证方式】按上图选择且第一

步【企业管理员身份】为“企业法定代

表人”，在信息无误的情况下，点击【

下一步】按钮即可完成认证流程，等待

审核结果，理 论上会实时反馈；

2.企业授权代理人认证：如若，【企业

管理员身份】为“企业授权代理人”，

其他步骤按上图选择，则在此步操作时

需选择“认证方式”建议选择“对公打

款认证”或“法人身份认证”.

企业授权代
理人认证



实名认证--步骤7-1完成认证

完成认证后，如图所示

总结：

推荐的两种认证方式：

1、企业法定代表人认证；——最快速方式

2、企业授权代理人认证+对公打款认证。



实名认证--步骤7-2完成认证

832 平台主界面，点击【认证完成

】按钮，刷新界面如左图所示。

实名认证通过后，供应商“实名认

证标签自动点亮，具体如下图所

示：”



实名认证--步骤7-3未认证通过

若显示认证未通过，请点

击下方的认证未通过原因

查看，并按要求重新在

【供应商信息】处修改企

业相应信息，重新提交审

核，待审核通过后，重新

点击【我要认证】即可



电子签章-购买

电子签章必须购买！！！

进入供应商中心--【会员中心】--

【电子合同签章服务】，点击服务

购买。



电子签章--购买

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愿选择任一套餐即可。



电子签章--购买

点击去支付



电子签章--购买

支付界面会弹出新的网页窗

口，如果无反应，请查看浏

览器是否设置了拦截。



电子签章--购买

支持三种支付方式：

1、个人网银；

2、企业网银支付；

3、第三方支付；

推荐使用：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



电子签章--购买

选择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



电子签章--购买

打开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支付。



电子签章--购买

是否已完成支付？支付完成请选择”

支付完成“；支付失败，请查看失败

原因，如无法自行解决，请及时联系

客服：400-1188-832。

电子签章购买成功后，供应商“电

子签章标签自动点亮，具体如下图

所示：”



电子签章费用开票申请1

供应商购买电子签章后，可以选择线

上开具电子发票申请：

供应商中心--发票管理--发票索取

如图所示：

注意！！！

1、每月15日后索取；

2、开票金额必须大于等于200元。



电子签章费用开票申请2

注意：开票信息取自供应商中心--供

应商信息，如有错误，请先去供应商

中心修正。



PART 04 签署入驻协议



入驻协议签署1

供应商在完成电子签章购买后，需

完成平台入驻协议的签署，才可以

进行商品发布等操作。

供应商中心--会员中心--入驻协议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入驻协议



入驻协议签署2

点击【签署入驻协议】按钮，弹出提示



入驻协议签署3

勾选【我已阅读…】复选框，【同

意并签署】按钮



入驻协议签署4

点击【同意并签署】后，新窗口弹

出签署合同页面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入驻协议



入驻协议签署5

点击【确认签署】按钮，弹出短信

验证提示框

输入法大大发送的短信验证码，点

击【确认签署】完成操作。832主

界面按操作结果点击相应按钮。

实名认证时填写的手机号码



查看已签署的协议

如何确定协议是否签署成功：

1.在供应商中心--入驻协议---

电子入驻协议下载

2.协议页会以新窗口弹出，拉至最

下方，出现如下图示及签署成功。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入驻协议



PART 05 缴纳保证金和
申请开立银行账户



保 证 金

《履约保证金管理办法》查看地址：https://www.fupin832.com/list_article.shtml?nid=1078



保证金退还规则

——《履约保证金管理办法》



保证金缴纳与不缴纳的区别

账款结算周期为一个月。

账 期 活 动

账款结算周期为T+3；
有资格参与平台的一系
列活动和首页展示；

不能参与活动和首页商
品展示。

缴纳保证金

未缴纳保证金

2022年3月31日

前，要求所有未

缴纳保证金店铺，

全部补交完毕。



保证金缴纳方式

保证金缴纳必须为本公司公对公转账，不允许代缴或个人缴纳。

如缴纳账户错误，需原路径退还后重新缴纳，转账人自行承担退款手续费（8元）。

退款方式：联系本省大区经理走退款手续。



缴纳保证金

2

勾选我已缴纳

3

1

4



保证金缴纳完毕，并审核通过后，供应商已缴纳保证金标签自动点亮，具体如图所示。

缴纳保证金-1



保证金缴纳完毕，并审核通过后，可

在线上自助开具电子收据，具体操作

如图：

收据开具

点击【查看】后，将会弹出新窗口页

面，需要等待1-3分钟。如无法加载，

请确认浏览器是否拦截。



收据样式



开立账户---会员信息确认

仔细核对信息，如无问题请点击

【下一步】；如有问题请点击【去

更新】更新相应信息后，待审核通

过后，从新开立账户。

进入供应商中心---【财务管理】下

选择【账户信息】



开立账户---账户信息确认

仔细核对账户信息，如无问题请点

击【下一步】；如有问题请点击

【去更新】更新相应信息后，待审

核通过后，从新开立账户。



开立账户---绑定账户

去自己的对公账户查询，有一笔小

额的汇款，一般是几分钱（如

0.05），填到汇款金额，并勾选

【已阅读并同意平台《服务协

议》】，点击确定提交。

由于汇款金额较小，可能没有短信

提醒，所以一定要登录对公账户查

询或到银行查询。

每输错一次，系统会自动再次打款，

所以一定要查最后收到的那笔小额

汇款。

每天有3次试错机会。



开立账户---等待审核

请耐心等待审核，审核周期在7-10个工作日左右。账户审核过

程中也可发布商品。



PART 06 商品发布流程



商品发布--前提条件

注册并
完善信息

审核通过 实名认证
购买

电子签章
签署

入驻协议
发布商品

1 2 3 4 5 7

开立
资金账户

6

（账户审核过程中可同步发布商品）



商品发布

商品发布

1）登录供应商中心；

2）在左侧【商品管理】栏中找到

商品发布



发布商品

资金账户是采购人线上支付货款后，

给商家结算回款的账户。

在发布商品时，如未开通资金账户

或资金账户正在审核阶段，会提示

开通资金账户。点击“确定”即可

发布商品。

资金账户开立过程中，不影响发布

商品。



商品发布

选择所属类目

1）在已审核通过的类目中选择要上传商

品的类目；



商品发布

商品名称

1）规范格式为：脱贫县+中文品牌

名/英文品牌名+产品品名+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如尺寸\规格\主要材质

等）+产品功能（卖点），推荐60个

字符以内，部分内容没有可写成贫困

县+产品名称+产品规格；

2）商品品牌、品名信息、型号、规

格，必须与售出产品一致。；

3）严禁出现产品词堆砌；

正确示例：寻乌县 华丽丰 灵芝鸡蛋 30枚 农家散养新鲜土鸡蛋

贫困县 品牌名 产品品名 产品规格 产品功能（卖点）



商品发布

商品主图

1）点击“+”号位置上传商品封面

图，只可上传 1 张，为前端页面展

示图；

2）点击“+”号位置上传商品其他

图，最多可上传 2张；

3）图片尺寸1600*1600px，不超

过3M；

4）商品封面图为纯白色或接近白色；

5）商品其他图片不得出现除商品以

外的任何元素及水印（人物照片、二

维码、超链接等）； 商品其他图示例

封面图示例



商品发布

标签图/包装图

1）点击“+”号位置上传商品标签

图，只可上传 1张；

2）点击“+”号位置上传商品包装

（物流包装）图，最多可上传 1张；

3）图片尺寸1600*1600px，不超

过3M；



商品发布

1）标签图

1、预包装食品：请上传含有商品名称、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或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标签页实物图；

2、干菜、干菌子类：请上传含商品名称、储藏方式、保质期、规格、产地等信息的标签图；

3、初级农产品：可选择性上传标签图或上传商品实物图替代标签图；

2）包装图

1、预包装食品请上传商品实物包装图，非概念图或设计图；

2、初级农产品请上传商品实物包装图或物流包装图；

示例图



商品发布

商品产地

1）点击“+”号位置上传商品产地/

原材料产地标签图，只可上传 1张；

2）图片尺寸1600*1600px，不超

过3M；

3）预包装食品请上传含有商品产地

（原材料产地）信息的包装图，若产

地信息未体现本县信息， 也未体现

由本县委托加工，则需提供当地乡村

振兴局盖章的原材料证明图片；

初级农产品可上传种植、养殖基地等

图片；

示例图



商品发布

商品属性
商品资质

1）商品属性

根据商品的实际情况，选择商品相对应的属性，如实选择，

切忌虚假宣传；

2）商品资质

如商品有相应的认证或检测报告，可在商品资质勾选正确

的选项；

注：大米、面粉、食用油、肉制品、蛋类、干菌子必须要

有检测报告，其余商品暂不强制要求，没有就选“无”。

所选资质必须为真实有效资质，资质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

预包装食品检测报告须由CMA或CNAS认证的检测机构出

具，且有效期为一年之内的；

初级农产品需提供由权威机构出具的农残检测报告。



商品发布

图文描述

1）商品描述建议图片和文字相结合，

且展示信息必须与主图、产品属性信

息一致；

2）商品介绍的图片必须清晰不模糊；

3）不允许出现非本平台的其他购物

网址或外网的链接或提示；

4）供应商对在商品详情描述中使用

的商品LOGO或商标需拥有合法权利；

5）商品名称、规格以及参数需在明

确位置显示；

商品详情描述中不得出现虚假、夸大与商品不一致的表述，如最低、包邮，

以及易引起误解的错别字、第一、保真、专供、特供、国家级、最高级、最

佳、本公司等不符合广告法规范的词语,不得出现医疗描述用语；

商品详情图



商品发布

出价方式

1）一口价：不支持议价，采购人直

接购买；

2）可议价：支持议价，前台支持一

口价、可议价2种方式进行购买；

3）有效期：可设定商品在架销售期

限，到期后商品自动下架；

商品页显示位置展示



商品发布

价格及库存

1）商品价格需符合市场需求，不得

高于市场同类或同款价格；

2）起订量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

适合大宗交易的商品起订量；

3）可设置3个区间价格，根据出货

量不同设置阶梯价格；

区间价格位置展示



商品发布

交收方式及发票

1）交收方式为：线上/线下支付；

2）供应商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设定是否支

持自提（建议选“否”）；

3）发票类型：可单选也可多选

1.普通发票：支持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2.增值税发票：支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商品发布

运费模板

1）供应商可以通过运费模板个性化

设置发货区域和不可发货区域；

2）在商品发布页面点击【选择运费

模板】；

3）选择运费模板页面中点击“+”

号位置【新建运费模板】 ；

4）添加运费模板；

2.选择新建运费模板

3.新建运费模板

1.点击进入



商品发布

全国包邮或
均一价格

1）模板名称25个汉字以内；

2）默认运费处保持空白，不需要填

写；如全国均一价格，请在此处按照

企业情况设置运费价格；

3）不需要为设置指定地区设置运费；

4）点击【保存】；

设置完成后示例



商品发布

1）模板名称25个汉字以内；

2）点击“+”号位置【为指定地区

设置运费】

3）勾选可发货区域，不发货区域不

勾选，点击保存；

4）发货地区运费设置为0；

5）点击【保存】；
设置完成后示例

不发货就不勾选

全国包邮-部分
地区不发货



106

商品发布

不同区域不同
价格

1）模板名称25个汉字以内；

2）点击“+”号位置【为指定地区

设置运费】；

3）勾选区域，点击保存；

4）再次点击“+”号位置【为指定

地区设置运费】；

5）勾选区域，点击保存；

6）发货地区运费根据企业情况设置；

7）点击【保存】；

设置完成后示例



商品发布

付款方式

1)付款方式支持如下两种模式，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

选择。（建议“先货后款”）

1、先款后货； 2、先货后款；

2）企业如果选择“先货后款”，建议：订金比例设置

为0%、收货后付款100%、验票后付款0%；

3）编辑完所有信息后，点提交，等待审核即可！

审核过程在3-5个工作日！

注：商品提交审核后，不能修改商品。待商品审核（通

过or驳回）后，方可再次修改。

先款后货

先货后款



商品发布

注意事项：

1.商品价格

——《商品管理规则》



商品发布

注意事项：

2.蛋类、干菌子类：必须有包装，且贴有标签，标明产地、规格、名称等基本信息；

3.蔬果类：有包装必须贴有有标签，标明产地、规格、名称等基本信息；

4.肉类产品：详情页中必须上传含冷藏冷冻的预包装食品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屠宰证。

参考商品：

https://www.fupin832.com/foretrade/gxs/goodsdetail.shtml?order_id=113368

5.其他预包装类产品：必须有包装并且贴有 SC 标签，并上传清晰的含SC 标签的实物包装图

至主图或这详情页中。

参考商品：

https://www.fupin832.com/foretrade/gxs/goodsdetail.shtml?order_id=86867

6、非本县生产产品：非本县生产的产品，但是原材料来源本地。需当地县乡村振兴局开具

原材料产地证明。

https://www.fupin832.com/foretrade/gxs/goodsdetail.shtml?order_id=113368
https://www.fupin832.com/foretrade/gxs/goodsdetail.shtml?order_id=86867


注意：

商品在审核状态下不允许做任何编辑修改！

商品编辑

所有在售商品，除修改商品名称、商品主图、商

品详情页需要下架后，才能修改相应信息，其它

商品信息均可在线编辑，操作方法如图所示。



PART 07 运营实操及常规问题解答



订单交易流程图--先货后款



订单交易流程图--先款后货



➢ 供应商在832平台类目与县级推荐函核准推荐类目或消费扶贫工作系统通过类目保

持一致；

➢ 如供应商店铺状态为“类目不一致”驳回状态，可再次登录供应商中心--供应商信

息核准“选中供应范围”内的类目，再次提交等待审核即可；

➢ 如果供应商在832平台通过类目少于县级推荐函核准推荐类目或消费扶贫工作系统

通过的类目，供应商可自助申请新增已通过类目，具体操作见下页。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

点选“商品管理--经营

范围管理”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供应商在“可追加经营类目”
处，根据企业自身情况自主选
择需要追加的类目

点选需要追加的类目，如：
“食用菌类/牛肝菌”则该类
目自动进入“追加经营类目”
列表框内。

点击“提交”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点击“提交”后，会出现
如图所示对话框，点击
“确定”，等待审核即可。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审核预计需要3-5个
工作日,请耐心等待！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审核通过后，会有如右图提示。

注：供应商应确保自身有合法
经营范围、经营资质，再来申
请追加经营类目。否则审核将
不予通过。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如审核不通过，会有驳回提示。

请仔细阅读驳回理由，认真整改后再行

追加经营范围。

如图中驳回意见为：营业执照未包含干

制蔬菜......，此时就需要供应商先去市

场监督管理局增加相应的经营范围，并

将最新的营业执照更新到供应商中心，

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再行追加类目。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供应商如有超范围经营、资质不

合规的类目，可在“当前经营类

目”的列表框内，选中超范围经

营的类目，点击叉号，即可删除

该类目。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此步骤操作需谨慎，一旦供应商自行删

除“当前经营类目”中的类目，该类目

下的商品将自动下架，如下架商品中有

交易中的订单，供应商还需继续履约。

此步操作，慎点！慎点！慎点！

供应商自行删除类目，无需审核即可删

除，删除后类目自动进入到“可追加经

营类目”。

已注册供应商如何更新类目



出现此问题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

1、供应商已经在平台注册，直接找回已注

册的账户即可；

2、供应商在平台注册成采购人，需要先行

删除注册的采购人信息，再从新注册供应

商账户；

3、可联系400-1188-832或大区经理协助

解决。

此审批码对应的供应商已入驻如何解决



出现此问题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

1、供应商填写的审批码错误，再次填写正确的审

批码即可；

2、供应商在消费扶贫工作系统填写企业信息与

832平台填写的信息不一致，如企业名称、统一信

用代码等（如企业名称含括号的一定要注意全/半

角、统一信用代码位数不足或字母大小写错误等），

出现此问题请联系区域经理沟通解决。

审批码不匹配如何解决



出现此问题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

1、供应商疏忽大意，造成填写的审批码不对，再次

填写正确的审批码即可；

2、供应商取得审批码后，因某些原因，审核部门对

供应商扶贫属性产生异议，驳回申请，此种情况，请

联系平台区域经理沟通解决。

审批码不正确如何解决



商品列表页

发布商品
审核通过，上架的商品列表

驳回、下架的商品列表

商品列表



订单列表页

供应商中心--交易管理--

全部订单，查看全部订单

仔细查看订单状态，并根据提示

再进行相关操作。待支付货款就是

采购人还未付款，待发货就是需要

供应商去发货......

参见操
作详情

”签“字
代表采购
人启用了
电子签章



订单操作--查看订单

订单基本信息
预览合同

开票信息

购买的商品信息

注意：
发货之前一定要跟
采购人电话沟通，
确认订单情况，发
票信息，收货地址
等再发货！ 交收信息

注意：
收票人和收货人
可能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地址，一
点要仔细看！



订单操作--查看合同

商品交收方式为供应商发

布商品时设定，分为：先

货后款和先款后货，如需

修改请编辑商品。

付款比例为供应商发布商

品时设定，如需修改请编

辑商品。

付款方式为采购人

选择，分为：线上

支付和线下支付。

线上支付：货款先

到平台，代双方交

收验货完毕后，3

个工作日后汇到供

应商在平台绑定的

账户内；

线下支付：采购人

直接转账到供应商

的对公收款账户内。



订单操作--交易合同签署1

前提条件：采购人

下单时选择签署电

子合同并提交订单

步骤1：供应商

登录后，进入供

应商中心的订单

列表页面.

点击【签署合同】

按钮，弹出合同

预览框。

点击【签署】按钮



订单操作--交易合同签署2

点击图中的【同意签署
】按钮，弹出新窗口展
示合同与签署信息，如
下：

弹出【我已阅读…】
提示框，勾选后，可
点击【同意签署】



订单操作--交易合同签署3

点击【确认签署】按
钮，弹出短信验证框
，输入验证码



订单操作--交易合同签署4



订单操作--交易合同签署完成

签署完成后，新窗口会给出提示

，并自动关闭，832主界面按结

果选择按钮点击，如图所示

供应商签署完成后，订单状态会

变为：”待采购人签署合同“



订单操作--物流信息填写

1.有物流单号：按照实际发货信息

选择物流公司填写发货单号，点击

“确认发货”按钮，即可完成操作；

2.无物流单号：勾选【我已发货，

但无法提交以上信息】，点击“确

认发货”按钮，即可完成操作。



订单操作---确认收货

此交易仅限：先货后款

供应商上传完物流单号后，

订单状态变为”待验货“

采购人验货后，订单状态

变为”待支付货款“

1

2

采购人支付货款有两种方

式：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

线下支付，货款直接打到

供应商账户

3



订单操作---导出订单

可在供应商中心--统计查

询--订单统计里，查看订

单及导出excel。



电子发票上传

供应商如果支持开具电子发票，可在：供

应商中心---交易管理---全部订单，找到对

应的订单，选择：上传发票。



电子发票上传

在弹出的新窗口内，找到

”上传电子发票“，点加

号，在弹出的对话框内，

填写发票号，点”上传“，

选择正确的发票，点击确

认，即可完成发票上传。

（如右图）

采购人可在自己的账号信

息内下载订单相对应的发

票。



客服热线---新增多个客服电话

可在供应商中心--店铺管

理--店铺设置--客服设置

----新增客服热线。

最多可增加3个客服热线。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

供应商中心---账号管理 -

-子账号管理。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角色管理

第一步：供应商中心---账号管

理 --角色管理--添加角色。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添加角色

根据页面提示创建相关角色，如：财

务，填写完成点保存。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角色授权

第二步，角色授权。在供应商中心

---账号管理--角色授权---选择角

色--根据角色勾选相对应的权限--

点击保存即可。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添加子账号

第三步，添加子账号。在供应商中

心---账号管理--子账号管理---添加。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添加子账号

8-16字母+数字组合，必填
密码及确认密码，必填

角色名称：下拉框选择相应的角色

真实姓名，必填

点击保存，子账号开通成功



账号管理---开通子账号

子账号创建成功，可直接在供

应商后台登录。



店铺管理---店铺装修

店铺装修在供应商中心--店铺管理：

1、店铺设置

店铺图标、供应LOGO，店铺简介、

店铺LOGO图在此处设置；

2、自定义分类管理

上架商品按照分类管理，如：米面

类、食用油类、肉类等；

3、公司动态管理

公司公告信息发布等设置；

4、店铺推荐

公司主打商品推荐设置；

5、资质显示设置

公司对外展示资质管理，在店铺的

公司档案出体现；



店铺管理---运费模板管理

供应商可在供应商中心--物流管理下

调整运费模板，可修改、新增和删

除等。



如何解除合同



如何查看线上支付货款到账情况

此功能只针对采购人选择线上支付

时，到账明细查询。

采购人选择线上支付时，货款先打

到平台，回款周期视供应商缴纳保

证金情况而定。

已缴纳：T+3   个工作日；

未缴纳：T+30 个工作日

注：订单必须为完结状态货款才计

入结算周期（双方互评之后才算订

单完结状态。）



如何修改登录密码

供应商中心

会员中心

会员信息

密码管理



如何修改登录密码

供应商中心

账户管理

安全管理

登录密码



如何在产生订单后手机接收短信提醒

供应商中心

会员中心

订阅管理

现货交易



如何下载入驻协议

供应商中心

会员中心

入驻协议



如何修改注册手机号

供应商中心

账号管理

安全管理

手机绑定



如何查看已完成订单的付款凭证

供应商中心

交易管理

全部订单

已完成



平台相关资料文件下载

832平台

帮助中心

下载中心



常规问题解答

一、扶贫832平台官方服务热线：4001188832

二、审核时效：

1、商家资质审核：3-5个工作日

2、商品上架审核：3-5个工作日

3、账户开立审核：7-15个工作日

4、保证金缴纳审核：5-7个工作日



常规问题解答

三、保证金相关

1、商家在832平台经营需缴纳保证金，保证金缴纳额度为单笔两万元整。

2、保证金必须为商家公对公转账，单笔两万元。不接收个人汇款，他人代缴。

如缴纳错误需退款重新缴纳（商家自行承担手续费8元）。

3、保证金缴纳成功并审核通过后，可线上开具保证金收据。



常规问题解答

三、保证金退款，供应商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可以申请退保证金：

1、供应商缴纳错误；

供应商出现汇款金额不一致、他人代缴、个人缴纳情况需要退款从新缴纳保证金。

供应商出具退款情况说明给到所属大区经理，大区经理每月5日，20日汇总整理走退

款流程，周期大概在20个工作日左右。

2、供应商退店退保证金；

供应商因自身原因不在平台经营了，可以申请退保证金。供应商出具退店申请给到所属

大区经理，大区经理走相应退店退款流程。退店需要确认供应商在平台所有订单交易完全

完结并无任何客诉，在180个工作日后可退还保证金。



832平台各区域官方邮箱

区域 邮件地址 区域 邮件地址

黑龙江 wumeng@gxyj.com 四川 sichuan@fupin832.com

吉林 wumeng@gxyj.com 重庆 chongqing@fupin832.com

河北 hebei@fupin832.com 河南 wangxuefeng@gxyj.com

内蒙古 wumeng@gxyj.com 安徽 wangxuefeng@gxyj.com

山西 shanxi@fupin832.com 湖北 hubei@fupin832.com

陕西 shaanxi@fupin832.com 湖南 linshengyu@echinacoop.com

宁夏 ningxia@fupin832.com 贵州 zhangqi01@echinacoop.com

甘肃 zhangqi01@echinacoop.com 江西 jiangxi@fupin832.com

青海 qinghai@fupin832.com 广西 linshengyu@echinacoop.com

新疆 zhangqi01@echinacoop.com 云南 yunnan@fupin832.com

西藏 xizang@fupin832.com 海南 wangxuefeng@gxyj.com

各供应商朋友有问题
优先拨打客服热线：

4001188832

运营是一个持续学习
的过程，需供应商不
断的学习积累，多研
究、操作平台。鼓励
大家在群内多互动、
有问题积极在群内探
讨。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等靠要的思想
要不得。

如问题实在解决不了，
可优先发至对应区域
的官方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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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消费帮扶 · 政采同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