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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电子商务的计量：新加坡的经验 

本报告由新加坡统计部编写 

导言 
 

1. 电子商务为商业带来很大的潜力和机会。它除了

提供进入新的、更大的市场的渠道之外，还在整个商

业价值系统中精简和合并了程序，从而有助于降低成

本和加快货物的流转。 

2. 在新加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积极地推动使

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应用软件。由于新加坡具有先进

的基础设施、人们广泛地拥有宽带上网能力，因而通

过此种努力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应用大增。这些应用

加快了电子商务作为商业交易模式获得采用，并使其

成为商业竞争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收集数据战略 
 

3. 认识到电子商务的快速增长和政府规划人员及

各行业人员急迫需要及时可靠的电子商务数据，已启

动了几项数据收集举措。新加坡统计部于 1999 年 2

月进行了第一次电子商务普查，以从公司企业取得作

为基准的电子商务数据。目前每年都进行这样的普

查，普查范围已扩大。 

4. 广泛用来收集与电子商务有关数据的还有两个

现行的普查：企业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家庭使

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二者皆由新加坡信息通讯发

展局进行(信息通讯发展局是政府机构，负责监督新

加坡信息和通讯技术部门)。这两个普查覆盖的范围

不同，它们提供了有关商业和家庭电子商务活动的

信息。统计部《年度商业及服务普查》和《每月零

售业销售普查》也有电子商务各种数据，但数量少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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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于收集电子商务统计数字是比较新的事物，统

计部于 1999年 12月召开了电子商务计量问题会议，

让国家和国际的统计数字收集者、学术界人士和用户

能够分享他们在电子商务计量的知识。 

电子商务的定义 
 

6. 统计部采用的定义涵盖电子商务交易及电子商

务基础设施/支助服务。 

7. 统计部对电子商务交易下的定义包含了在货物

及服务在电脑网络上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包

括在开放的网络（因特网）及关闭式（专用的）网络

上买卖产品和服务。 

8.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支助服务包括以下三个组

成部分： 

 (a) 因特网应用基础设施服务指的是利用因特网

协议(IP)基础设施使本身能够联机处理进行商业活

动的服务和产品。除了应用软件之外，这一层包括部

署电子商务和电子贸易应用软件。例如搜索引擎、万

维网开发、万维网数据库和付帐软件； 

 (b) 因特网基础设施服务指的是在因特网协议

(IP)的基础上建立网络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服务和产

品。例如网络服务、东道服务和最终用户联网设备； 

 (c) 因特网中介服务指的是便利买方和卖方在

因特网上碰头和接洽。例如网上内容/门户提供者、

联机企业对企业交易所/市场、门户网址中介、联机

经纪、联机旅行社、因特网广告中介、网上卖广告

者。 

 

企业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普查 

9. 电子商务活动的快速增长导致需要断定此种交

易的价值。电子商务普查就是为了计量所有行业电子

商务交易的广度和数量以及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支助

行业的大小。由于这是新的普查，我们所面临的限制

相对较少（相对于如果我们需要把新的问题列入现有

的普查中），能够设计一项普查来全面收集一整系列

的电子商务数据。 

10. 以下关于电子商务交易的性质、数量和构成以及

关于基础设施/支助服务的信息皆来自该项普查： 

 － 企业机构采用电子商务的程度； 

 － 企业机构进行哪几种电子商务活动； 

 － 企业对企业和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收入

和交易； 

 － 电子商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 从事电子商务交易的居民和非居民购买者

人数； 

 － 与新加坡公司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主要国

家； 

 － 电子商务交易的付款方式； 

 － 电子商务的研发基本基础设施支出； 

 －实施电子商务的障碍。 

11. 这项普查的结果显示，估计大约 10％的新加坡

大公司（按营业收入计以及主要的信息技术公司）

在 2000 年从事电子商务活动，而 1999 年则只有 4

％。几年来，电子商务交易量也大大增加。企业对

企业电子商务销售额从 1998 年的 57 亿美元增加到

1999年的 400亿美元及 2000年估计的 920亿美元，

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销售额从 1998 年的 3600

万美元增加到 1999 年的 2 亿美元及 2000 年的估计

12亿美元。 

12. 1999 年首次进行电子商务普查时还没有关于电

子商务公司的普查基准，就特意选了以下两组公司来

进行普查： 

 － 新加坡最大的 1000 家企业（根据营业额来

评定）； 

 － 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 1000 家大公司，包括

从事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及支助服务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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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这两组公司是因为它们的营业额大及更有可

能参与电子商务活动/交易。最大的 1000家企业的

营业额占了新加坡经济总营业额的 65％，而最大的

1000 家信息技术公司的营业额则占了所有从事信

息服务的公司营业额的 70％。由于被选来进行首次

普查的这两组公司不具备符合某种目的的代表性，

因此，其缺点是普查的结果不能用来提供不偏颇的、

对新加坡经济中电子商务交易的范围及数量的估计

数字。 

14. 2000年和 2001 年的电子商务普查有了重大的改

进，把普查的范围扩展至以前不曾知道从事电子商务

并且不是大企业的企业。最近的这些普查是与国际开

发协会合作进行的，每个普查涵盖的企业增加了大约

9000家。普查的公司包括两组。第一组包括的公司是

已知从事电子商务活动者，而第二组公司是从企业登

记册分层随机抽样选出的。这个普查把第二组公司包

罗进去使到普查的结果能够用于取得不偏颇的、关于

整个经济的估计数字。 

商业上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 

15. 商业上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是于 1980 年代开

始的，目的在于评估新加坡主要经济部门公司使用信

息通讯的程度和复杂性。该项普查的结果提供了有用

的材料，供其制订适当政策来帮助公司采用和利用信

息技术，使它们在知识经济里保持竞争力。普查的问

卷定期受到检讨，以确保各资料项目跟上信息通讯的

变化，不致脱节。 

16. 这项普查以前是不定期的。从 1999 年起，每年

进行一次。2000年的普查覆盖了 1200家企业，收集

了以下的主要指标： 

 － 企业的电脑化程度； 

 － 企业百分之几的人可上因特网； 

 － 企业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 局域网的利用情况； 

  － 因特网上网情况； 

  － 主页制作； 

  － 主页上可进行的活动和提供的服务情 

   况； 

 － 企业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障碍； 

 － 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开支。 

17. 为更好地了解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情况及准备

采用的情况，近年来添加了以下问题： 

 － 企业作为提供者或用户落实各种电子商务

的情况及准备情况； 

 － 为推动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主要因素评级； 

 － 为电子商务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评级（例如

降低成本，扩大接触面（供应商和顾客），改善服务）。 

18. 最新的普查显示，推动企业利用因特网进行电

子商务的最重要因素是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成本。

受普查的公司认为因特网电子商务对增强与顾客的

关系和提高服务质量大有帮助，对大公司来说特别

如此。 

其他企业普查 

19. 除了电子商务普查之外，还从其他现有的普查中

收集关于电子商务交易数额的数据。例如，关于企业

对企业/企业对消费者和电子零售交易价值也分别在

统计部《年度商业及服务调查》和《每月零售额普查》

登列，使此种数据能够从多于一个来源收集。 

电子商务企业普查基准 

20. 统计部在顺利地完成第一次电子商务普查后，开

始利用普查数据建立对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公司更

全面的普查基准。其他现有的企业普查已有筛选问

题，用来找出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公司特别是新登记

的公司。这个普查基准用来做进行与电子商务有关的

普查的人口基数。 

家庭电子商务 

家庭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 

21. 家庭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是首次在 1990 年进

行的，是关于家庭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数据的主要来

源。这项普查的目的是计量信息通讯用品在家庭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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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使用情况以及信息通讯服务长期订户数字。普查

还包括了采纳及使用的复杂程度及广度。从各家庭中

取得的主要指标： 

 — 拥有个人电脑/因特网及宽频入网能力的家

庭所占比例； 

 － 家庭个人电脑/因特网使用者的人口特性； 

 － 家庭个人电脑/因特网使用的范围及复杂程

度； 

 － 拥有其他信息通讯产品，例如随身数字助

手、移动电话、智慧卡读卡机等的情况； 

 － 阻碍拥有家庭个人电脑、因特网使用权及联

机信息技术使用的障碍。 

22. 就象商业上使用信息通讯情况普查一样，这项普

查中的数据项目经常受检讨。随着电子商务日益受欢

迎，近年来以下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数据也收入这项普

查中。 

 － 因特网用户在网上购物的有多少； 

 － 网上购物交易的频密程度和交易金额； 

 － 网上购物买的是哪些类别的产品和服务； 

 － 网上购物的付款方式； 

 － 不在网上购物的原因。 

23. 最新的普查结果显示，五分之三（61％）的家

庭在 2000年至少有一台电脑，近四分之一（23％）

的家庭有超过一台电脑。新加坡半数家庭可上网，

约为 1996 年（8.6％）的六倍－1996 年首次收集此

种数据。 

24. 新加坡估计有 190 万电脑使用者（占人口的 47

％），其中 130 万人上因特网。上因特网的人用的最

多的是电子邮件/聊天和索取资料，但其中 15岁以上

的人曾经在网上采购的只占 16％。不过，网上商店是

因特网使用者浏览最多的第三种（不一定购物）应用

形式/服务，这表示这种应用还有增长潜力。 

25. 这项普查以前每三年进行一次，自 1999 年起增

至每年一次，以更为及时地追踪重大的变化和趋势，

因为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迅速。2000 年的普查对象为

1500个家庭，用的是两个阶段的分层抽样设计。以前

的普查只计算户数。但从 2000 年的普查开始，受普

查的家庭中 15 岁以上的电脑使用者也算进去；重点

放在他们使用因特网的情况－这增加了能够产出的

数据的范围。现在可以做出按个人特征（如性别、年

龄、教育）表列的因特网使用情况。 

电子商务计量的困难 

26. 关于家庭和企业使用信息技术情况的这两个普

查，收集有关电子商务的数据没有多少困难，因为所

问的问题的性质大部分是形容性的，很容易了解。收

集数据的困难更多地是与电子商务普查有关，因为电

子商务交易的数字需要计量。下面着重地讲一下其中

的一些问题。 

电子商务公司的挑选和分类 

27. 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挑选从事电子商务活

动的公司。从行业的分类来看，不一定可以区分哪

些公司的现有业务已经采用了电子商务——行业分

类只是统计部公司登记册中列出的其中一个分类。

举例来说，零售商假如在网上售货，它还是归入零

售商一类，无法根据行业分类来与其它零售商区别。

为了建立电子商务公司的普查范围，统计部用了往

年的电子商务普查结果，并用上了其它企业普查所

用的问题。 

缺乏信息 

28. 由于电子商务仍然是相当新的事物，在大多数公

司里，其占总的交易量的比重仍然相对较小，有的公

司还没有开始分别记录电子商务交易，因此这些公司

就很难提供有关的电子商务数据。 

29. 从事电子商务交易已久的一些公司也可能难以

提供此种数据——假如进行交易的网络和网址是设

在境外的母公司或尤由其维持的。在此种情况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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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附属公司也许无法提供相关的数据，特别是有关

交易的细节。 

为电子商务的价值和利益定量 

30. 为电子商务的好处定量则更是难上加难了。降低

成本、方便、容易及可以廉价取得大量信息等等，都

是电子商务的好处。虽然这些估计数字对评估电子商

务十分重要，并帮助人们了解为什么电子商务的需求

这么大，但是它们是很难数量化的。因此，我们对电

子商务活动的估计只限于公司的交易数额。 

建立电子政府 

31. 在新加坡，电子商务不仅限于公司和家庭。政府

积极推动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的电子交易。2000年，

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一个总值 15 亿新元的计划，要把

自己转变成为一个电子政府。根据这个计划，政府的

服务通过电子传送将会更进一步。为了提供一个单一

的门户，向公众提供服务，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叫做电

子公民中心的特别网址——各种服务是按照生活事

务来安排，而不是按照部门和机构安排。 

32. 今天的新加坡人可以上网取得的服务超过 600

种，从网上报税到网上申请和更换驾驶执照都可以。

这个电子政府计划除了提供电子服务之外，还要利用

信息通讯技术来创造新的能力和扩容。举例来说，新

加坡政府的网络已用了宽带，使公共部门的资源能够

更容易地进入系统取得信息。 

总结 

34. 统计部把更多的数据项目编入现有的普查中，

甚至专门启动一个电子商务普查，从而建立了一套

电子商务指标。有关普查更加频密，以提高数据的

及时性。 

35. 新加坡的经验突出了一些有用的教训。举例来

说，务必要为电子商务普查订一个适当的选样范围，

并有好的样本设计。统计部仍在继续努力罗列所有从

事电子商务交易的和提供电子商务基本设施及支助

的公司名单。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对统计

部来说也是改进普查工作的机会。统计部有计划从现

在的每年一次改为每季一次收集企业对企业和企业

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交易数额的数字。此外将根据电

子商务领域的变化制订新的电子商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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