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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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全国脱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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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地区农副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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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文件

根据“财办库【2022】273号”进一步明确平台供应商入驻流程及方式。

脱贫县建立“主体资源申请、县级部门推荐、平台审核”的“832平台”供应商审核推荐机制。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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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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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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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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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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食品生产许可备案证（如只做初级农产品生产无

需提供）；

•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预包装食品备案证明（如只做初级农产品经营无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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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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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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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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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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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原件或加盖公章（红章）复印件】



注册流程界面1

1、打开网址
https://gy.fupin
832.com/

2、点击新入驻供应
商入口



注册流程界面2

1、打开网址
https://www.fu
pin832.com/

2、点击供应商中心



注册流程界面2

3、点击免费注册



注册流程界面2

fupin832.com02 24

新入驻商家选择“双部门推荐入驻
渠道”，直接注册账号。该入口将
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开放上线。

注：已按现有入驻渠道-提交线下盖
章推荐函的商家选择“供应商推荐
函入驻渠道”，输入统一信用代码

注册账号



注册流程界面3

fupin832.com0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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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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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流程界面4-2

完整填写公司全称

请按省、市、区/县 选择公
司注册地

营业执照信息填写请见4-2-2

企业分类选择请见4-2-1



注册流程界面4-2

开户行信息为易错点，翻至4-3，为您具体讲解。



注册流程界面4-2-1

生产型 企业所需材料一览



注册流程界面4-2-1

贸易型 企业所需材料一览



注册流程界面4-2-2

统一信用代码由供应商自主填写。重点注意字母大小写。

请一定注意按照营业执照内的内容逐一校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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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供应商品范围：供应商自主选

择所生产/经营的商品类目，上

限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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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果/

核果仁果类/苹果”，下方“选

中供应范围”列表框内就会对

应出现“核果仁果类/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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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商品信息：供应商每选择一个

商品类目，就需要补充填写对

应三级类目相关的商品信息，

标注 * 的项目属于必填项，请

如实填写所有信息，否则可能

导致双部门审核驳回类目。

注：1个三级类目下包含多种产品信息的

仅需选择其中1种进行填写，如“苹果”

类目下包含红富士、黄元帅等不同品种，

仅需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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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生产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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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时存在代理销售情况，
可选择上传 食品经营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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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经营商品非初级农产品

请点选“食品经营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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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上传产品来源书面
说明材料，例如购销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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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此页面所有资质为可选加分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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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有机/地标 证明：

上传企业获得相关部门颁发的产品“两

品一标”认证，包括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上传后填写证书

有效期。



注册流程界面4-8-1

代销商品生产企业信息：如供应商存在
销售其他帮扶企业生产的预包装食品，
则需要勾选 “是”并填写该生产企业的
相关信息。



注册流程界面4-8-2

代销商品生产企业信息：标注 * 项为必
填项必须填写上传。

注：如存在代销多家企业产品的情况，
请逐一添加填写，首次注册限填写5家，
后续其他生产企业信息可在成功入驻后
继续补充完善。



注册流程界面4-9

以上所有资质按需上传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待审核状态，等待审核！

经营情况调研：最后
一部分为平台对企业
经营情况的调研信息，
完成填写可完善账户
档案信息增加一定基
础分数。



注册流程界面5

目前审核周期为10-15个工

作日左右，涉及县双部门及平

台2道审核，期间请勿催促，

如超过期限未审，可以与双部

门或平台工作人员沟通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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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规问题解答

一、832平台官方服务热线：4001188832

二、审核时效：

1、商家资质双部门审核：10个工作日内

2、商家资质平台审核：3-5个工作日



832平台各区域官方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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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问题实在解决不了，
可优先发至对应区域
的官方邮箱。



THANK YOU

— 消费帮扶 · 政采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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