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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小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中面临了前所未有的
困难。电子商务服务业作为“重要的新兴产业”，在帮助中小企业拓展新市场、降
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能充分发
挥中小企业“小”、“灵”、“快”的优势，并帮助中小企业完成从工业时代的“以产定
销”向信息时代的大规模定制、柔性化生产、个性化营销的升级。
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及发展状况、电子商务服务
业发展格局与趋势，并为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建议。
《2009 年
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及发展状况调查》项目组于 2009 年通过对 9000 多
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样本构成详见报告说明-1）、20 多家电子商务服务商的调
研和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对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小
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环境及应用状况，以及电子商务服务商的发展状况等进行了深
度分析，总结归纳出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特征、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并对中
小企业电子商务的应用、电子商务服务商和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发展提出
相应的建议。报告主要内容包括：

一、 发展电子商务对中小企业及国民经济的重要性：
从宏观角度来看，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对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结构优
化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009 年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及发展状况调查》
数据显示：
1、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对 GDP 的作用明显：2009 年，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
务创造的新增价值占我国 GDP 的 1.5%，拉动我国 GDP 增长 0.13%。
2、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对内、外贸的贡献突出：2009 年，中小企业电子商
务交易规模将达 1.99 万亿，同比增速达到 20.3%。其中内、外贸交易
规模分别为 1.13 万亿和 0.86 万亿，分别相当于 2008 年全国国内商品
销售总额和出口总值的 6%和 8.9%。
3、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对就业拉动的效果明显：2009 年，中小企业通过开
展电子商务直接创造的新增就业超过 130 万，相当于我国 2008 年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的 11.7%。每增加 1%的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将带来
4 万个新增就业机会。此外，电子商务还带动了大量创业机会和间接就
业，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促进了第一、二、三产业结构的优化：电子商务服务
业已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是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009 年，电子
商务在中小企业的营销、采购、支付、储运等各环节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子商务服务商在这些环节的收入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以应用最广泛
的营销推广环节为例，中小企业在营销及推广的投入（即为中小企业提
供营销及推广服务的服务商收入，包括平台类和搜索类等）将超过 100
亿，年均增速接近 20%。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带动了物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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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相关传统产业的发展，对促进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经济结构的
优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微观角度来看，电子商务在提升中小企业营收、促进中小企业经营效率以
及帮助中小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效果明显。《2009 年中国中小企业电子
商务应用及发展状况调查》结果显示：
1、 电子商务加速中小企业营收增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常使用电子
商务的中小企业 2009 年总营业额同比增速平均为 7%（其中，电子商
务带来的年销售额同比增速为 20.3%），是不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
总营业额增速的 1.35 倍。
2、 电子商务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人均产能：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人均
产能比不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高出 10.9%；
3、 电子商务明显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在小订
单利润率、产品多样化程度、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高于不使用电子商
务的中小企业 9—15 个百分点。

二、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情况：
对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情况，《2009 年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及
发展状况调查》结果发现：
1、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环节主要集中在采购和销售环节，并保持着高速
增长的势头。
 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多个环节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应
用最多的是采购和销售环节。通过互联网寻找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
占比达 31%，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占比达 24%。
 在采购和营销等环节中，能熟练使用电子商务进行采购的中小企业
占全部中小企业的 15%，能熟练使用电子商务进行营销推广的中小
企业占全部中小企业的 13%，在物流等其他环节中能熟练使用电子
商务的中小企业占比低于 10%。说明中小企业在各环节的电子商务
应用水平差异较大，同时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小企业在各环节的电子商务应用保持高速增长：在营销环节，使
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15.2%；在采购环节，使
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达 14%；在物流仓储环节，使
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年均增速达到 10%。
 对于不同类型的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应用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以营销环节为例：
——从规模来看，中型和小型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高于微型企业。
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中，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型
企业占全部中型企业的 16%，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小型企业占全部
小型企业的 15%，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微型企业占全部微型企业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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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类型来看，外贸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高于内贸企业。
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内、外贸企业中，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
外贸企业比例较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内贸企业比例高 8 个百分点。
——从产业链位臵来看，熟练使用电子商务的生产型企业比例较熟
练使用电子商务的批发零售型企业比例高 4 个百分点。
2、 电子商务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营销、采购环节问题的效果明显，在帮助
中小企业解决物流仓储等环节问题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营销环节是电子商务投入最多的环节，有 10.3%的中小企业在电子
商务营销环节投入资金，投入金额平均占企业总营销费用的 13.4%。
而在营销环节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中，通过电子商务带来的销
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17%，电子商务已成为中小企业非常高效的营
销手段。
 在采购环节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中，通过电子商务的采购额已
占到中小企业总采购额的 17.3%。
 电子商务的投入产出比：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上每投入 1 元钱的营
销费用，能带来 40 元的订单生意，即销售额。
 电子商务在各个环节的作用：
——电子商务在营销环节的效果比较明显。应用电子商务时间越长，
中小企业在订单方面存在问题的比例就越低，在“订单来源上的困
难”和“因诚信问题难以获取订单”两个问题上，使用 5 年以上电
子商务的中小企业存在这两个问题的占比比使用 1 年电子商务的中
小企业分别低 14 和 10 个百分点。此外，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展现
企业信誉方面的作用突出。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中，67%的中
小企业认为电子商务扩大了企业的信誉传播，比不使用电子商务的
企业占比高出 27 个百分点，
——在融资环节，通过电子商务形成的网络联保、信用贷款等方式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问题上的效果明显。使用 5 年以上电子商
务的中小企业在融资环节中面临担保困难的占比比使用 1 年电子商
务的中小企业低 17 个百分点。
——在企业信息化管理方面，电子商务的效果也逐渐显现。对比不
使用与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中，认
为电子商务能明显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信息化管理（包括营销管理等）
问题的企业占比为 49%，比不使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高出 10 个
百分点，说明电子商务在帮助企业解决信息化管理问题方面的作用
逐渐显现。
——在物流、仓储、技术等环节，电子商务的作用尚不突出，如何
更贴近中小企业提供物流、技术等电子商务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
社会化的公共服务，是电子商务未来在这些环节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09）
》内容摘要

1、 发展环境尚不能完全满足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但随着发展那
环境的不断完善，将越来越有利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金融危机、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中小企业对电子商务认知的提升为中小企业电子
商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样也面临着扶持政策的缺乏、诚信体
系不完善、电子商务人才匮乏、物流、认证等支撑体系不能满足电子商
务需求等阻碍因素。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扶持政策将陆
续推出，新技术将在电子商务上得到广泛应用，支撑环境与电子商务关
系也越来越紧密，表明发展环境越来越有利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2、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范围
逐渐扩大，应用水平不断增加，使用效果逐渐显现，将推动中小企业电
子商务自身的发展。但中小企业还需要提升对电子商务的认知，结合自
身特点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各环节的作用。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广
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和加深已成为必然趋势。
3、 电子商务服务业将呈现出社会化、集成化、生态化的趋势：电子商务服
务业正在走出启蒙期，保持高速增长。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将呈现出
社会化、集成化、生态化的特征，构建和服务基于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的
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将成为未来电子商务服务的重要功能。
4、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正推动着新商业文明的产生。随着电子商
务的发展和完善，整个商业环境将呈现出按需驱动、先消后产的大规模
定制乃至个性化定制，并体现出诚信、分享、平等、责任的特性，越来
越多的中小企业将受惠于这个环境。

四、 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建议及展望：
1、 对中小企业：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发挥中小企业 “小”、“灵”、“快”的优势，走个性
化、定制化的“小而美”的成长之路，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电子商务认知需要深化：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营
销服务，而且还能在物流仓储、管理、融资、技术等环节提供各种
类型的服务。中小企业需加深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同时结合自身的
需求，拓宽应用范围，深化应用水平，充分发挥电子商务在各环节
的作用。
2、 对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商：
 结合中小企业需求与服务的差距，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小企业提供
需要的服务，是电子商务服务的基本原则。
 服务商一方面要继续帮助中小企业通过在线销售与采购，达到扩大
市场、增加销售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还要在企业内部管理、物
流仓储、技术创新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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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平台来扮演“公共服务”的角色，构建一个由更多中小企业、服务
商、配套服务商组成的开放、协同、优势互补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
是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的发展方向。
3、 对政策：
1) 将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将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着
力解决当前情况下中小企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促进第一、二、三产
业结构的调整，改善就业环境，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加强宣传和教育，提升全社会对中小企业和电子商务的认知；充分
利用电子商务服务商等社会资源，加大对电子商务人才的培训。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充分利用第三
方电子商务平台的资源，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拓展
与深化。
2) 明确定义电子商务服务业，制定电子商务服务业扶持政策。
 明确电子商务服务业的定位与分类，出台电子商务服务业的扶持和
鼓励政策。如落实《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中的税收优惠等政
策。
 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共同制定电子商务服务业的扶持和鼓励政
策，推进电子商务发展。
 大力扶持物流、支付、信用等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支撑体系的发展，
将有助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业发生质的飞跃。
3) 推动示范和试点，着力解决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主要瓶颈问
题。通过典型示范和试点，有针对性地逐步推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的发展，解决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小企业电
子商务发展的现实路径。如在信用体系构建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之
下，由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服务商主导，构建由相关职能部门（如海
关、税务等）、银行、认证机构、保险等多方机构参与的中小企业信
用评价体系。

报告说明：
1、
《2009 年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及发展状况调查》调查对象为 9734
家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小企业，不包含个体工商户。其中，对 5009 家中小企业电
子商务应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对 4625 家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进行了调研。从
调研样本的规模、地区、行业、内外贸分布来看，中、小、微型企业的分布为
9%:70%:21%，内、外贸分布为 83%:17%，东部沿海、中部、西部分布为
64%:21%:15%，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 50%。这些样本在规
模、地区、行业、内外贸的分布，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已有的关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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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地区、行业上的分布基本一致。所以，从样本的规模和结构上来看，本
次调研样本对全国中小企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
《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现状与政策（2007-2008）》研究显示，中小企
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重合度高达 95.7%。所以，在计算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贡
献等宏观数据时，本报告以全国工商联于 2009 年 1 月公布的，截至 2008 年 9
月，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 643.28 万户，作为计算宏观中小企业法人单位的
数量，来计算中小企业对于国民经济贡献等相关的宏观数据。
3、中小企业的界定：本报告研究的中小企业包括中型、小型、微型三种，
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是按照国家 2003 年国家统计局等部委联合发布的《中小企
业标准暂行规定》所界定的标准。其中，小型企业中剔除了微型企业，微型企业
是指 10 人以下（不含 10 人）的企业。
4、电子商务的界定
本报告电子商务是指企业在采购、生产研发、销售、支付等整个生产经营
环节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切商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