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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电子商务— 新商业文明的引擎 

新商业文明：电子商务及其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系统基本组成与功能结构 

电子商务重要特征：长尾效应 

各类电子商务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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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商业文明：电子商务及其发展趋势 

什么是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到来 

网络经济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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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什么是电子商务 

狭义电子商务（e-Commerce）：  

在Internet上进行商品的买卖。 

广义电子商务（e-Business）： 

基于互联网并采用相关信息技术进行商务活动，这些商务活动包括实物产品和

信息产品的交易、客户的服务、企业间的协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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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概念 

综合上述定义 

e-Commerce（电子贸易或电子交易）  

e-Business（电子商务）  

 

网上商品交易活动

狭义电子商务

基于互联网并采用相关信息

技术进行的所有商务活动

广义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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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电子商务 — 虚拟与物理世界来看 

互联网 

(虚拟世界) 

实体 

（物理世界） 

电
子
商
务 

电子商务-虚实融合 
 

1、从前端营销和零售逐渐渗入到实体产业供应链环节； 

2、形成了包含消费者、零售商、渠道商和服务商等在内的日益复杂的商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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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技术为什么能改变世界？ 

从哲学层面来说，世界由三大部分组成： 

物质、能量、信息 

   -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信息的流动、传播、沟通、

连接方式，让社会组织方式得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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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发展电子商务？ 

对国家而言： 

国家战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家经济超越式发展。” 

通过电子商务创新与互联网+战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电子商务是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战略，是国家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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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发展电子商务？ 

对企业而言： 

 “电子商务不再只是一种选择，而是每个企业都必须是一个电子商务企业” 

 企业进入一个全球化竞争的网络经济时代，电子商务成为了企业的发展

平台与生存方式，如何有效地向电子商务转型是许多企业能否获得持续

竞争优势的关键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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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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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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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的到来 

沿供应链上溯渗透深化 
应用面扩大、量级提升 

工具 

渠道 

基础 
设施 

经济体 

1995~ 2003~ 2013~ 2008~ 时间（大致） 

规
模 

百亿量级 

千亿量级 

万亿量级 

十万亿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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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的到来 

网络经济时代到来了！ 

 中国网民达到7.2亿 

 手机网民达到7.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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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子商务发展趋势：网络经济的到来 

发展阶段
电子
计算机
的发明
与应用

制表机、
打孔机等
的发明与
应用

技术革命驱动
信
息
技
术
的
扩
散

新技术
起步

金
融
泡
沫
期

信息时代商业文明的演进

商业创新驱动

互联
网的发
明与应
用

新技术
的积累

新技术
与“新
应用”

爆发 制
度
调
适
期

新商业
立足

新商业快
速成长

网商崛起 网货大行其道
社会大众开始
自主学习新技术
与新商业

社会生活变革

新商业
成熟

网规日
益成熟

社会结构、
生活方式、
文化心理的
变迁

社会生
活变迁

黄金年代：“技术、商业、社
会”的协调一致，繁荣而稳
定，新商业文明展开

.com
泡沫

新旧
商业
制度
调适

电子
商务起
步

新商业
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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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竞争异常激烈：硅谷不是天堂，加班也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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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竞争异常激烈：加班排行榜 —互联网行业白领周加班9.3小时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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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更替性快：互联网企业高死亡率——平均500多万家企业才能有一家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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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更替性快：互联网企业高死亡率——平均500多万家企业才能有一家成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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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马太效应明显 

携程与去哪儿、阿里与优酷、大众点评与美团、嘀嘀与快的合并 

14:52:07 19 



1.3 网络经济特点：竞争异常激烈、更替性快、马太效应明显 

马太效应明显 

阿里巴巴占据国内电子商务80%以上的市场 

百度占据国内搜索引擎70%以上的市场 

腾讯占据国内即时通讯90%以上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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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商务系统基本组成与功能结构 

电子商务系统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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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ser/Wallet
SET/SSL

SET/SSL

SET/SSL

SET/SSL

MERCHANT MERCHANT & & 

COMPANYCOMPANY

$$$$

发卡银行

$$

Internet

银行网络

收单银行

物流公司

消费者

认证中心
（CA）

电子商店



电子商务系统基本功能结构 

其他平台 供应商管理 

多渠道订单分发处理系统 
仓储系统 

前端网店 

内部系统 

外围系统 

B2C 

后端平台 

内部系统 

支付网关 

目录、产品
管理 

会员、评论管
理 

市场、促销管
理 

运营数据中心 

ERP（合同） CRM（积分） 

客户服务平台 
Live-Chat 

3rd Party 

电子商务后端处理平台 
EDM/SMS 

退换货、发票
管理 

数据接口 

3rd 配送系统 

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供应商 

ERP（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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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系统基本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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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商务重要特征：长尾效应 

连通性（Connectivity）： 

互联网开放与全球化的本质，创造了一个全球共享的市场，使得企业内部各个活动之

间、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能够无限丰富与创新它们的连通方式。 

可用性（Availability）： 

信息通信技术（ICT）可以支持企业一天24小时不停运营。 

互动性（Interactivity）： 

互联网实时在线的本质，可以让企业不断创新传统价值链中运营范式，并构建新的客

户关系管理体系。互动性使得组织内以及与外部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协同机制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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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商务重要特征：长尾效应 

信息元素（Information elements）： 

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信息元素密度（information intensive）是企业在市场中

是否拥有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注意力效用（Attention utilization）： 

企业能否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有效的与顾客进行互动，并吸引顾客的注意力，会极大的

影响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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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商务重要特征：长尾效应 

长尾效应： 

生产性规模经济 →需求方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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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理论的由来及含义 

 二八定律： 

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帕累托）发现的。 

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

又称二八定律。  

流传最广的一句说法是：“80%的收入来源于20%的客户.” 

 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 

80%的尾巴 

 

  举例来说，我们常用的汉字实际上不多，但因出现频次高，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汉字占据了上图广大

的红区；绝大部分的汉字难得一用，它们就属于那长长的蓝色尾巴。 

  长尾理论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成本很小，网络的出现使成本降低，长尾理论才可行，二八理论也并不

意味着终结，两者有不同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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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尾的口语化理解 

“长尾就是80%的过去不值得一卖的东西” 

 

许许多多小市场聚合成一个大市场 

 

最佳口号：  

“涓涓细流，汇聚成河” 

“一个小数乘以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等于一个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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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长尾”案例 

Google 

对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人，Google的AdSense把广告这一门槛降下来了。

Google目前有一半的生意来自这些小网站而不是搜索结果中放置的广告。数以百万计

的中小企业代表了一个巨大的长尾广告市场。这条长尾能有多长，恐怕谁也无法预知。 

亚马逊：  

亚马逊网上书店成千上万的商品书中，一小部分畅销书占据总销量的一半，而另外绝

大部门的书虽说个别销量小，但凭借其种类的繁多积少成多，占据了总销量的另一半。

从“长尾理论”模型图中可以发现，红色区域和蓝色区域的面积大约相等。 

一个前亚马逊公司员工精辟地概述了公司的“长尾”本质：现在我们所卖的那些过去根本

卖不动的书比我们现在所卖的那些过去可以卖得动的书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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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市场 长尾市场 产品

交
易

量

图3. 网络经济中的长尾理论

长尾效应：生产性规模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 

二八定律 → 长尾效应 

传统工业经济：生产性规模经济 

网络经济：需求方规模经济 

生产性规模经济：短缺经济 

需求方规模经济：富饶经济 

网络经济时代要敢于提供个性化多品类的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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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个热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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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VS“五道杠”少年 



2011：同一时间发生的两个热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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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类电子商务模式创新 

主要电子商务模式 

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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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电子商务模式 

主要电子商务模式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B2B（business to business）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O2O（offline to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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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电子商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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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个B2C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案例 

B2C电子商务模式分为两类 

提供实物产品的电子商务（京东、当当、天猫、小米商城 …） 

提供信息产品的电子商务（新浪、百度、Google、优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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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B2C电子商务模式创新案例 

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两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 1998 年创立

了 Google。  

现在，Google每天需要提供30亿次查询服务，占全球搜索请求量的 

1/3 。覆盖 2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多达132种语言。  

Google的股票在2004年8月19日正式上市时，股价为85美元，Google

的股票价格最高时已经超过了600美元；Google的股票市场总值达到了

2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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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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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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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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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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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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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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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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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Google搜索引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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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案例讨论 

2016亚布力论坛：马云 PK 刘强东：传统企业自己要不要做电子商务？ 

刘强东观点： 

传统企业应该将自己的电子商务部门裁掉，如果一个企业的销售相当部分

是通过电商卖出去的话，绝对是一个灾难。 

马云观点： 

砍掉某个部门对企业家而言很容易，但是，电商不是一个零售的渠道，应

该做得更强大。 

你支持那个观点？ 

争论引自：http://www.ec.com.cn/article/dsyj/yjsd/201602/8223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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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了解电子商务发展趋势与特点 

理解网络经济重要特征 

理解电子商务创新模式与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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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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