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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中国电子商务已经进入大规模发展、应用和运营的阶段，未来 5-10 年将继续高速发
展并有望领先世界，电子商务服务业正在成为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强大引擎和信息时代的商
业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的经济社会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由此催生的新商业文明正在快速浮
现，如何构建与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以及如何消除“数字鸿沟”并遏制其与“经
济鸿沟”的相互强化，是影响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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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务经过起步、爆发、调整和成长阶段，以 2008 年网上零售的“三个一”1为
标志，进入了大规模发展、应用和运营阶段，正在对基础设施、商业行为、商业组织、社会
生活和制度环境等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1995 年，中国电子商务开始起步。这一年，中国电信向公众开放互联网接入服务；在
北方，国家计委立项建设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网络商品交易系统——中国商品订货系统
（CGOS）
；在南方，马云创办“中国黄页”，在国内率先将互联网应用于商务。也是在这一
年，IBM 提出了电子商务（e-Business）的概念。
经过几年的启蒙和酝酿，我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行业在 1998-1999 年开始爆发：阿里巴
巴、当当和网盛等一批当下依然活跃的电子商务企业都创立于这个时期，政府主导的中国商
品订货系统、中国商品交易中心和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相继开通，北京市启动“首都电子商务
工程”
，海尔、联想等开始推进企业电子商务应用。
与全球互联网行业一样，2000 年开始我国电子商务行业也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寒
冬和复苏的调整过程，然后以 2003 年淘宝网创立为标志，步入以立足本土、面向市场、务
实创新为特点的延续至今的高速成长阶段。
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应用大大普及和深化，电子商务服务业异军突起、快速
发展，成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中坚和引擎，电子商务的经济社会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刻，由
此催生新商业文明快速浮现。
中国电子商务的春天已经到来。未来 5-10 年，我国电子商务将继续高速发展，并有望
领先世界。与此同时，围绕电子商务发展的制度性调整和适应将成为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
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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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展现状和特征
（一）电子商务进入大规模发展、应用和运营阶段，普及程度大大提高
经过近几年的高速成长，我国电子商务已经步入大规模发展、应用和运营的阶段，主要
表现为电子商务交易额快速增长、电子商务用户数量显著增加，并达到相当规模。2008 年，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2。其中，全国 423480 个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1968.5 亿元（其中，电子商务销售额达 14361.8 亿元，电子商务采购
额达 9575.2 亿元）。3 通过因特网寻找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达 31%，通过因特网从事营销
推广的中小企业达 24%。电子商务正在改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提升传统
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运营管理水平和整体创新能力。4
2008 年，网络零售实现了三个里程碑式的突破：网络零售消费者突破 1 亿、交易额突
破 1000 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突破 1%。这一良好发展势头在 2009 年进一步延续：
5
2009 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为 2630 亿元 ，同比增长 105.2%，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例为 2.10%，较 2008 年提高 0.92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2007 年至 2009
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年均增长速度为 117.0%,是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速度
6
的 6.5 倍 。2009 年网商规模达到 6300 万7，呈现普及化、主流化和社会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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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历年
中国历年网上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
历年网上零售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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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商务服务业快速成长，服务平台日益重要，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支撑
体系逐步完善，信息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开始显现
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快速成长，崛起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生。2009 年，我国电子商务
网站总数达 1.56 万家，同比增长 32.34%，其中 B2C 网站数超过了 9400 家。8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数量显著增长，2009 年底达到约 5000 家。
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吸引海量电子商务用户和电子商务应用向平台
集中。以网络零售为例，2003 年通过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完成的网络零售占 67%，以后逐年
上升，到 2008 年占 93%，电子商务平台已经成为网络零售的主流模式。电子商务平台与用
户、合作伙伴之间的商业生态特征日益突出。
电子商务支撑体系日益完善。认证、信用、物流和电子支付等支撑体系的建设、应用日
益成熟。以电子支付为例，2008 年我国电子支付业务持续增长，商业银行网上支付、电话
支付和移动支付合计 30.75 亿笔、286.30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6.24%和 10.54%9。电子支
付应用已经从商品交易扩展到公共事业缴费、电子政务、航空、保险和教育等领域，

支付、
支付、物流、
物流、认证等支撑服务
图 2 电子商务服务体系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
电子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回顾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
都有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基础设施，以巨型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正在成
为信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基础设施。

（三）电子商务的溢出效益日益显著
1．电子商务与传统产业进一步融合，直接带动物流、金融和 IT 等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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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流为例，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有力地带动了快递业务，2008 年我国由电子商务带
动的快递包裹超过 5 亿件，全国 1/3 的快递服务业务量是由电子商务带动的10。
电子商务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直接的表现是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兴起。随着企业、个
人和政府越来越多地应用电子商务，在电子商务交易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和信息技术外
包服务等领域涌现出大量的电子商务服务商，通过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企业、个人和
政府的电子商务应用需求。电子商务服务业正在崛起为一个重要的新兴产业。
2．电子商务促进地方产业升级，带动区域经济效应显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应用电子商务，特别是一些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中的中小企业
大规模“集体上网”，电子商务为产业集群、专业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助于促进
产业的升级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广东、江苏、四川等地政府不
遗余力发展电子商务，把电子商务作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优化的有力举措，充分体现了电
子商务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价值。
3．电子商务推动外贸、拉动内需，助力 2009 年经济增长实现“保八”目标
金融危机导致北美、西欧、日韩等成熟市场需求萎缩，外贸企业通过电子商务低成本开
拓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为发展外贸寻找到新的增长点。同时，随着网络购物成为大众化
消费方式，电子商务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希望。2008 年以来，不仅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
城市的网络购物蓬勃发展，二、三线城市的网络购物更是异军突起，2008 年我国网络购物
交易额中二、三线城市比例已达 50%。
4．电子商务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新动力
一方面，电子商务的发展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发
展，都创造出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据不完全统计，2009 年上海市来自电子商务的就业岗位
占新增就业岗位近一半，浙江约 1/4，广东近 1/5。另一方面，电子商务通过带动相关产业
发展，间接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电子商务带动物流业发展，物流业又带动相
关领域就业岗位的增长。2008 年，我国社会物流从业人员约 2000 万人，物流业每成长 1 个
百分点，即可新增 10 万个就业岗位。
据测算，在网络零售中平均 1 个直接就业可以带动 2.85 个间接就业，电子商务促进就
业的“乘数效应”显著。

（四）电子商务在金融危机、北京奥运和自然灾害等重大情形中发挥积极作用
1．电子商务在帮助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金融危机下，电子商务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加有效地开拓市场、塑造品牌和降
低成本，提高企业存活率，帮助企业“过冬”。在金融危机中，运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生
存状况远好于运用传统商务的中小企业：未运用电子商务的企业陷入困顿的比例达 84.2%，
而运用电子商务的企业陷入困顿的比例为 16.8%，相差近 5 倍11。
2．电子商务成为建设“科技奥运”的坚实基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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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电子商务广泛地发挥着支持作用，集中体现在奥运移动电子商务应
用服务系统、奥运电子商务网站、“数字奥运”信息亭、奥运电子支付应用管理平台和电子
物流配送体系服务网等。电子商务大大提高了“科技奥运”、“数字北京”的水平。
3．电子商务在应对南方雪灾、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电子支付系统为受灾地区群众、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优质的支付清算
服务，为救灾款项的及时划拨开辟了“绿色通道”；支付宝、财付通和易宝支付等第三方电
子支付平台成为公众捐款赈灾的重要渠道。

（五）各级政府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近年来，各级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对电子商务的支持力度，通过资金补贴、专场培训和人
才培养等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应用电子商务。为帮助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浙江省率先
在全国启动了“万家企业电子商务推进工程”，广东省启动了“广东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启
航工程”，福建省启动了“福建工业企业电子商务千万工程”，天津、江苏、四川、河北和
陕西等省市也以不同形式大力支持企业应用电子商务。2008 年以来，杭州市成为“中国电
子商务之都”，广州市成为“国家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城市”，湖南省成为“国家移动电
子商务试点示范省”，深圳市成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区域电子商务形成百舸争流
的喜人局面，
各级各地政府大力支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一定要“支持发展农产品直销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交易”。
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各地政府在发展农村信息化和农村电子商务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农业
部推出了中国农业信息网商务版，地方农业厅局网站构建了众多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商务部
在全国 20 个省进行试点，建成 20 个县级服务平台和 1400 多个基层信息服务点，初步形成
以新农村商网平台为核心，依托县级服务平台、基层信息服务点，将信息服务覆盖到试点地
区的“农村商务信息服务体系”。

二 日益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
（一）电子商务生态加速优化资源配置
电子商务服务业作为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已经渗透到几乎各个垂直行业，与生
产、流通、消费和资本等相关领域发生深刻融合，成为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加速器。
作为电子商务服务业核心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敏锐地感知企业和消费者的动
态、细分需求，提供端到端的完整服务，是电子商务应用普及、深化和创新的强大引擎。近
年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构建了完善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9 年，我国第三方 B2B 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达 8326 亿元，
约占 B2B 电子商务整体交易额的 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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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力拉动物流、支付等相关行业
2009 年，仅淘宝网就给中国物流业带来约 68.4 亿元的直接收入，占国内民用快递行业
市场收入近 30%。IDC 预测，2013 年淘宝网提供的订单业务量将占中国民用快递市场近
60%13。
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体系，建立了可靠的信用机制，逐渐消除物流行业电
子商务化瓶颈，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保障和促进了物流企业的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引导和促进传统物流业向网络化、信息化的现代物流业转型。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通过与物流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加强对物流配送流程的监控，提升了物流行业
服务质量，带动了物流行业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2008 年，淘宝网为物流企业开通了网上
订单结算服务，促进物流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2009 年，淘宝网先后推出“限时物流”
和“货到付款”等物流配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物流企业配套服务制度的完善。

（三）推动企业成长及业务模式创新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对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电子商务融入
中小企业成长的各个阶段，满足企业在不同阶段的需求，二是以电子商务推动中小企业战略
转型及业务模式突破。
初创型中小企业，多以求“生存”为基本目标，其核心关注是“更多的订单”带来“更
多的销量及收入”。为此，阿里巴巴 B2B 为中小企业提供产品展示平台、国内外贸易信息和
多功能建站服务，帮助企业获得订单、增加收入。当中小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运营管理及
人才培养是“成长”阶段的新课题。此时，阿里软件可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 IT 解决方
案，支持其信息化进程；阿里学院则帮助培养中小企业管理和电子商务人才。资金更是中小
企业长期“发展”的命脉，阿里巴巴推出融资服务，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网络联保”融资模
式，为中小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活力。
电子商务还帮助企业实现产品创新、新渠道拓展和资源重新整合，加速中小企业转型。
面对金融危机，许多中小企业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从外贸转型为内贸，从替知
名品牌代工转型为创立自有品牌，从单一品类转型为多元化产品，化风险为机遇。进入后危
机时代，电子商务将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创造海量就业机会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在拉动就业方面成效十分显著。阿里巴巴集团创立十年来，不仅从
18 名创始人激增至 18000 多名员工，还通过客户、合作伙伴及更广泛的电子商务生态效应
创造了海量就业机会。
这些就业机会包括阿里巴巴 B2B 公司、淘宝网和支付宝等的客户的新增就业机会——
特别是基于淘宝网的个人创业，以及带动合作伙伴（如第三方物流、独立软件提供商等）新
增加的就业机会。在金融危机中，淘宝网的店铺数仍然快速增长，增加了大量创业和就业岗
位。通过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还衍生出“网络经纪人”、
“淘宝客推广”等崭新的网
络就业方式。2009 年，淘宝网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达 80 万个，通过物流、支付等行业创造
的间接就业岗位达 230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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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
6

（五）创新小企业网络融资模式
融资困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多处于成长期，发
展不确定性较大，缺乏足量信用资产，与银行的沟通合作也不足，这些都使中小企业往往成
为银行信贷的盲区。阿里巴巴面向中小企业推出无抵押的“网络联保”
，即 3 家或 3 家以上
拥有良好网上信用积累的中小企业共同申请贷款，签署联保协议，以降低银行风险。通过中
小企业信用数据库，银行可以实时了解企业的资金流向和经营状态，以及过往交易历史和诚
信记录，有效控制不良贷款率。阿里巴巴还与银行合作，推出基于阿里巴巴订单申请贷款的
“供应链贷款”
、凭借信用评价申请贷款的“纯信用贷款”等，以满足不同中小企业差异化
融资需求。
通过上述网络融资模式创新，2007 年，中小企业共获得贷款 2000 多万元，2008 年激增
至 10 亿多元，到 2009 年 12 月底累计发放贷款 60 亿元，惠及超过 2800 家中小企业，而不
良贷款率仅 0.74%。

（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内需增长
金融危机冲击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转变的问题，即“出口拉动”如何转向
“内需驱动”？“丰盛的中国制造”如何对接“旺盛的国内消费需求”？对此，电子商务服
务平台不仅拉动了国内消费，并以“网货交易会”（即中小企业制造商对接网络零售商）等
多种形态，促进了“出口转内需”之平滑转变。
金融危机也使消费者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注重商品的性价比，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经济
型消费正在成为更多消费者的选择，从而进一步拉动了内需。

三 基本分析和判断
（一）电子商务服务业：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引擎
2003 年以来，以交易服务为主、以交易平台为核心的电子商务服务业渐成规模，大大
降低了电子商务应用门槛和交易成本，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业者和
消费者大大增加，这反过来又有力地带动了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崛起——这是最近几年电子商
务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国家《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将电子商务服务业作为重中之
重，提出到“十一五”末电子商务服务业“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的战略目标。
专业化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崛起，及其与电子商务应用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机制，是近几年
中国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继续高速发展的保障和引
擎。

（二）下一个十年：社会调适期
电子商务是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先进生产力。与一切技术经
历过的演进路径一样，电子商务在经历“技术改变商业”的第一个十年后，开始进入“商业
改变社会”的第二个十年，即“社会调适期”
。如果说在第一个十年，主要矛盾是先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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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与落后的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进而引发互联网行业的泡沫破灭、寒冬和调整；在第
二个十年，主要矛盾将表现为先进的商业行为与落后的社会生活形态和制度体系之间的矛
盾，表现为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应，表现为与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相适应
和制度创新。
这正是近几年（并还将持续若干年）电子商务领域与传统商务、传统制度冲突频发的根
本原因。
为此，亟待形成与电子商务相适应的政策、法规和法律等制度体系，而不是简单套用显
然过时的制度体系及其条文。事实上，电子商务不是要不要“规范”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规
范”以及“规范”从哪里来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探求信息时代的治理精神和原则，充分
借鉴和吸收成功电子商务实践所“内生”的治理规则，逐步形成适应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
“新规则”
。

图 3 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演进
资料来源：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

（三）“数字鸿沟”与“经济鸿沟”相互强化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信息化指数相差最高达 20 倍以上，在较
发达的广东，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应用电子商务的中
小企业仅 2%。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电子商务应用差距不仅很大，且有继续扩大的
势头，
“数字鸿沟”局面日益严峻。
调查表明，在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水平、重视程度和投入也较
大，电子商务（特别是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成正比，更值得警惕的是，
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差距甚至大于经济水平的差距。如果不尽快
采取强有力的、超常规的政策措施，“经济鸿沟”与“数字鸿沟”势必相互强化，在经济水
平与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之间形成“强者愈强”、
“弱者愈弱”
，城乡、地区差距越拉越大的危
险局面。
如何消除“数字鸿沟”并遏制其与“经济鸿沟”相互强化的势头，是影响电子商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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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

（四）电子商务的“巨国效应”
与其他许多行业不同，我国电子商务的领军者均为本土企业，来自海外的电子商务巨头
在与本土电子商务企业的竞争中，常常处于下风，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因此有着其他许多行业
所没有的优势和自信。事实上，这也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存在的“中国现象”
。
这种自信来自国人整体自信重建的大背景，来自中国较为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
化背景，也来自中国互联网领域的迅猛发展和环境的得天独厚。到 2009 年底，中国网民总
数已经高达 3.84 亿，稳居世界第一，为电子商务发展营造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的规模化市场，
也为中国电子商务构建了无与伦比的创新基础，这是我国电子商务“巨国效应”的坚实基础。
可以预见，基于“巨国效应”的具有市场和竞争优势的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必将进一步国
际化，为全世界提供电子商务服务，构建全球化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成为中国在全球重要
的优势产业，并进一步带动和提升相关行业的国际竞争水平，成为我国未来国际竞争力的重
要基础。

四 未来趋势和展望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有着全球最丰富、最前沿、最大规模
的电子商务实践。展望未来，我国网民规模将继续快速增长，不足 30%的电子商务渗透率
（美国约 70%）还会极大增长，电子商务应用还会极大普及和深化，电子商务模式还会极
大创新，电子商务生态还会极大丰富，在还会极大发展的电子商务服务业引擎的推动下，未
来 5-10 年我国电子商务将继续高速发展。
笔者预测，到 2015 年，我国网民总数将从 2009 年的 3.84 亿增长至 7 亿，网上消费者
将从 2009 年的 1.5 亿增长至 5 亿，
电子商务渗透率将从 2009 年的不足 30%增长至超过 60%，
网上零售交易额将从 2009 年的 2630 亿增长至 20000 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将从
2009 年的 2.1%增长至 7%。
到 2015 年，我国将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最具竞争力的电子商务基
础服务企业，电子商务应用规模将位列世界第一，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电子商
务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引发的制度创新将进一步突出，电子商务的经济社会影响将进一步扩
展和深化，具有新商业文明特征的基础设施、商业行为、商业组织、社会生活和制度环境将
进一步显现。

（一）电子商务服务业快速发展，走向并影响世界，成为全球领先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
我国电子商务服务业将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走向国际、影响世界，成为全球领先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
我国网商和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国际化发展将进一步加快。在金融危机中，针对北美、西
欧和日韩等发达国家贸易需求减少的情况，不少网商和电子商务服务商加大了开拓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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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度，在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等地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金融危机在客观上提高
了他们对电子商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强化了他们对新兴市场的重视，通过电子商务低成本拓
展海外市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同选择。与此同时，一些国外电子商务服务商进入中
国市场的步伐也将加快，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将吸引更多国外电子商
务服务商进入。

（二）电子商务作用更加突出，与经济社会和传统产业进一步融合，电子商务的
生态特征和生态关系更加突出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购、销售、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环节广泛应用电子商
务，电子商务将向企业内部的深层次延伸，与企业内部价值链深度整合。电子商务与传统产
业的融合将进一步深化。电子商务将广泛深入地渗透到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领域，改变
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形态，提升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运营管理水平和整体
创新能力。电子商务也将与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网络游戏和移动通讯等进一步融合。
随着电子商务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信用、支付、物流、IT 和金
融等领域，将出现大量外围服务商，为电子商务应用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成为电子商务
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进一步，电子商务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商业基础设施，电子
商务服务业将日益成为公共服务，为全社会提供无处不在、随需随取、极其丰富和极低成本
的电子商务服务。
电子商务的生态特征和生态关系也将更加突出，并进一步凸显电子商务的经济社会影
响。

（三）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新兴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相结合，云计算、物联网、虚拟化和自然语言
等新兴技术将极大地推动电子商务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作为未来电子商务服务业基础的云计算，将为电子商务服务商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解
决计算能力、存储空间和带宽资源等瓶颈问题，帮助电子商务服务商提升面对大规模用户的
服务能力，对于摆脱西方巨头垄断、支持信息经济、现代服务业和小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
电子商务服务商有望借助云计算帮助中小企业实现按需计算和按需服务，进一步降低中小企
业应用电子商务服务的门槛。
物联网将有助于提升电子商务活动中信息获取、储存、处理和传递的效率及智能化水平，
将在信息、支付和物流等领域给电子商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应用创
新和服务模式创新。
大规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和持续升级的消费结构，将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
新。微观上，消费者需求日趋个性化和碎片化，从而使电子商务相对于传统商务的优势越发
明显。电子商务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支持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求，从而催生出海量的服
务商及形式多样的商业模式。宏观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的
阶段，消费升级过程中的巨大市场容量，为电子商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随着越来
越多的商品从传统渠道拓展到网络渠道，特别是基于电子商务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广泛涌
现，电子商务商业模式创新的空间将显著扩大，创新步伐将显著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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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动电子商务将加速向普及化方向发展
2009 年我国政府正式颁发 3G 牌照，是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未来几年，
在各级政府、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商的推进下，3G 应用将不断扩展，手机上网将进一
步普及，用户将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本和 PDA 等移动终端实现随时随地购物，由电视、互
联网和手机构成的立体化电子商务体系将逐渐成型，移动电子商务将商务、工作、生活和学
习等各个领域加速渗透，日益普及。
数量巨大的移动电话用户，为移动电子商务的在我国的发展和普及提供了坚实的用户基
础。到 2009 年底，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已经达 7.4 亿14，且仍然拥有较大的扩展空间。电信运
营商大力推动移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也将为移动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提供坚实的技术基
础。各地各级政府的大力促进也是移动电子商务发展和普及一大推动力。

（五）农村电子商务将大有可为
随着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等文件的深入贯彻，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数千涉农网站的大力推动，农业、农村和
农民电子商务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1．农村网民将成为网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一方面，农村网民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镇网民。2007 年至 2009 年，农村网民年均增长
71.6%，远高于城镇网民年均增长 34.6%的速度15。到 2009 年底，农村网民规模达 1.0681 亿
人。另一方面，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城镇，增长空间巨大。未来几年，农村网民将成为
中国网民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互联网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电
子商务应用需求，调查显示，近年来农村网民使用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的比例稳定增长，显
示出农村网民对电子商务认可度的提升和实际应用比例的提高。农村拥有丰富的农产品，亟
需成本较低、覆盖面较广的市场渠道，而这正是电子商务的优势所在。
2．政府对农村电子商务高度重视将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信息化和电子商务在商贸流通中发挥着重要促进作用，但广大农村缺乏十分必要的公共
商务信息服务，为此，商务部将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新农村商网平台功能，丰富服务内容和服
务方式，依托基层农村商务信息服务站点、“万村千乡”农家店和“双百”市场，利用全国
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网村级终端站点等各种现有资源，扩大农村公共商务信息服务的覆盖面，
惠及更多农民。

（六）新商业文明浮现16
电子商务悄然改变着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商务、工作和生活，既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价
值，也改变着人们的行为和文化，在网络化、个性化和全球化的促动下，一个信息时代的商
业文明——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新商业文明正在浮现，必将成为人类商业史上一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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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中在 2010 年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http://cq.people.com.cn/news/20091222/20091222105729.htm
15
根据 CNNIC.2007-2009 历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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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新商业文明浮现——2009 年网商发展研究报告.2009.09，IDC 与阿里巴巴集团研
究中心合作.为经济复苏赋能：电子商务服务业及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的经济社会影响.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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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跃迁，与此相关的基础设施、商业行为、商业组织、社会生活和制度环境等都将发生根本
性变革：
基础设施：提供公用计算服务的巨型商用计算中心，以及集成各类商务服务和海量用户、
可提供云计算服务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正在成为信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基础设施。
商业行为：以柔性化制造、个性化营销和社会化营销为支柱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商业
模式将兴起，文化和价值观上将呈现更加开放、分享、责任和全球化的特质。
商业组织：扁平、透明甚至“无组织”的组织将大行其道，商业生态及其战略将成为主
流组织形态和战略选择。
社会生活：人将从工业时代被异化的“经济人”向信息时代更完整的“社会人”回归，
将从工作与生活相互分离走向相互融合，创业和就业形态也将发生很大变化，如网络创业和
就业。
制度环境：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将导致一个持续的制度变迁过程，企业与企业、企
业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等等，都将发生一系列与信息时代相
适应的制度变迁。
展望未来，让我们期待新商业文明的快速浮现和巨大影响。

THE SPRING OF E-COMMERCE
Abstract: China’s E-commerce has come to the stage of developing, operating and being used in
large scale, which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a speedy growth and likely to lead the world in next five
to ten years. E-commerce service is becoming a powerful engine for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s well as the 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 in Information era. A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of E-commerce is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a new business paradigm is
emerging quickly. How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how to remove the “digital gap” and curb the inter-strengthening between
“digital gap” and “economic gap”, are key factors to shap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alysis,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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