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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Questions Relating to Inmetro Answered. Register And Watch
Now!
电子商务的方便度与24小时营业，让消费者不
受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随时随地通过电脑、
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网购物。
眼见亚洲多国的电子商务企业崛起，而我的国
电子商务虽发展多年但仍在萌芽期，这也意味
我国具有极大发展潜能。

更多 财经周刊 >>
企业达人：李益辉许育兴倡导深度体验 苹果旅
游赢口碑 15/12 16:02

目前，真正使用网络平台的中小企业不多，反
映出我国商家对网络带来的便利与效益，依旧
后知后觉。
e商务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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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装置越来越普及，上网速度加快，促使大
马人上网需求激增，还一并改变消费模式，逐
渐转移到网购，促使我国电子商务的前景，倍

受国际机构与网购平台看好。
可是，会应用网络平台营运的中小企业却不多。

大马经济转型中系列156：我国退休计划
（下）——国人退休储蓄意识提高 15/12 15:57
选择富足：塑造孩子财商品格 15/12 15:51
东南物流 与时并进 15/12 15:50
电子商务风潮（上）：赶搭e商务列车 15/12
15:45

股海宝藏：旧街场白咖啡放眼区域 15/12 15:29
点线精华：数码网络试探RM6.45 15/12 15:26
凭单专栏：估值昂贵 维视机动WA投机味重
15/12 15:24

MSWG前线把关：企业监管透明度提升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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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媒体发展企业机构（MDeC）的数据，我国有超过70%的中小企业，没有利用网络的便
利，更有68%中小企业并未设立任何网站经营生意。

股海探温：美元走强利好贺特佳 15/12 15:15

流动装置越来越普及，上网速度加快，促使大马人上网需求激增，还一并改变消费模式，逐
渐转移到网购，促使我国电子商务的前景，倍受国际机构与网购平台看好。
可是，会应用网络平台营运的中小企业却不多。
根据多媒体发展企业机构（MDeC）的数据，我国有超过70%的中小企业，没有利用网络的便
利，更有68%中小企业并未设立任何网站经营生意。
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上市美国纽交所，成为全球焦点，创办人马云更成为亚洲首富。
面子书的马克扎克伯格，也因公司上市而跻身全球富豪排行榜。
这两个范例皆反映出，无论是全球消费领域，抑或企业，网络都非常吃香。
根据欧睿信息咨询公司（Euromonitor），我国电子商务市场预计可加速增长，价值从2011年
的8.42亿令吉，冲上2016年的19亿令吉。
六成人口是网络用户
MDeC则估计，今年电子商务营收将达到651亿令吉，并在6年后扩大至1637亿令吉。
MDeC中小型企业群体与倡议总监黄慧娘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表示，我国电子商务市场稳
健增长，可见不少国内线上商家和零售商，纷纷通过线上大展拳脚。
我国有超过2000万网络用户，占全国人口66%，这让她相信，如今是国内企业从电子商务领
域释放更多价值的好时机。
“进度很好，但仍有许多增长空间。
大马市场逐渐与各界相连，更多智慧型流动装置充斥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的消费和
购物的方式与地点。”

全国
声称健康理由‧发推文
宣布 沙公正党谢铭圣
辞议员职
（亚庇17日讯）人民公正
党沙巴州下南南区
（INANAM）州议员谢铭
圣医 ...

上诉庭三司２比１批准申请 警总长暂
缓执行两庭令
看好台湾才投资‧否认与顶新挂钩 李
深静： 背后没中资
市场多变‧环保政策‧低价竞争 汽车业
面临3挑战

依据eCommerceMILO网站最新资料，42%智慧型手机用户，曾通过手机购物。
http://www.nanyang.com/node/669041?tid=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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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尼尔森（Nielsen）2011年的调查报告，大马人网购花费高达18亿令吉，预估今年会增
加至50亿令吉。
目前，国内的线上购物平台（emarket place）可分为两组，即具有稳定访客流量和收入的本
地开拓先锋，如Lelong、Ked.ai、Pretty.my等，以及国际业者如乐天（Rakuten）、Lazada、
Living Social和Groupon。

Market Summary

借助网络开拓海外

FBMKLCI 1703.710

随着经济活动逐步搬上网络平台，企业家应该开始跟随大众脚步扩大市场。
企业目前会针对不同商业用途使用网络，如推广产品及服务、接受或下订单、进行电子商
务，以及视频会议。
MDeC总营运长黄婉冰表示，科技不仅可确保中小企业的国内增长，更能通过网络世界，踏足
海外市场，让企业借此进一步扩张。
在众多采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中，有76%营业额大幅增长。
她指出，相比传统中小企业，把业务搬上网络平台的中小企业，增幅更客观。
借助购物平台入门
使用网络平台的经营成本最低，甚至可算免费，如面子书、推特，只是需要人力资源与时
间。
亚洲乐天董事兼乐天大马经理上野昌哉点出，线上购物平台可成为大马中小企业踏足电子商
务的入门，协助提升营运效率和接触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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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or Relations Alerts
GAMUDA: First Interim Dividend Of 6 Sen Per Share.
DAYANG: Award Of Contract By Petronas Carigali Sdn
Bhd Valued At RM280Million.
FABER: Special Dividend Of 18 Sen Per Ordinary
Share.

“商家销售也会开始加速，无需担心发展和经营一个独立网站的问题。”

ICON: Long Term Charter Contract And Contract
Extensions Worth RM43Million.

中小企业去年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近33%，预估2020年将增至41%。

EKOVEST: First And Final Dividend Of 2 Sen Per
Share.

善用科技开发潜能

CENSOF: Contract Award From Talent Corporation
Malaysia Berhad Worth RM2.8Million.

中小企业善用电子商务，让营业额增加，即可进一步加强国家的经济增长。

TCHONG: Appointment As Exclusive Distributor Of
Kawasaki Sports Motorcycles In Vietnam.

黄婉冰称，若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要在2020年超过40%，企业就必须使用资讯工艺，开发
未来潜能，并以创新方式经营。

CMMT: 600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In Malaysia To
Benefit From Donation Of RM150,000 Under My
Schoolbag Programme.

4原因拒走上线
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拒绝走上线是因为：4原因走上线拒
●对电子商务的好处了解不多
●缺乏经营线上业务相关技术
●数码科技的应用成本高
●误解为大企业才需要
现况与问题
未获市场信赖
前景倍受看好，中小企业可选择的方案良多，但实际上，我国电子商务如今还未完全获得市
场信赖和寄托。
大马中小企业机构（SMECorp）今年首季的统计显示，国内仅7.6%中小企业，会在生意中使
用电子商务。
企业普遍认为，成本问题、缺乏管理网站的专才，以及公司规模太小，就无需设立网站。
PANPAGES（PANPAGE，0041，主板科技股）总执行长冯伟良则强调，我国目前仅有15%的
中小企业，使用网络平台。
此外，国内目前有68%的中小企业未设立网站，更夸张是，72%的企业称未来半年都无意设立
网站。
他指出，不使用网络平台的中小企业，虽不至于被淘汰，但就无法扩展业务。
“若中小企业一直使用传统平台营运和销售，将缺乏竞争力，无法进一步拓展市场。”
旧思维大障碍
黄婉冰亦坦承，尽管越来越多中小企业投资在资讯工艺、网络及电子商务，实际数量却不
多。
最大问题，是出在企业老板的思维。
“缺乏IT背景的中小企业老板，并未察觉使用网络平台经营生意的好处。他们认为，必须要依
赖IT员工，才能够设立公司网站和经营网上业务。”
MDeC数据显示，年龄介于30至50岁的企业老板，有高达59%是未曾接触网络。
http://www.nanyang.com/node/669041?tid=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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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我国资讯工艺人才供不应求，但不应影响中小企业采用电子商务的能力。
没有资讯工艺背景的中小企业老板，依赖全职IT员工替公司设立和管理网站。然而，她相
信，在充足和可持续的支持系统下，老板本身应能长期发展和维持电子平台。
因此，缺乏人才不应成为却步电子商务的借口。
另一方面，黄慧娘也胪列出MDeC积极推广本地电子商务时，遇上的挑战。
缺乏胆量心态保守
“尽管现今电子商务热潮集中在亚洲，但大马电子商务仍在萌芽期。”
在访谈中，马来西亚移动电子商务协会（MOCA）会长拿督伍伟成，如此形容大马电子商务
发展窘境。
MOCA中央理事赖国强也认同，提及大马过去10多年，自lelong.my后就未有代表作，令人惋
惜。
他表示，大马人开拓电子商务方面，缺乏胆量，心态保守，认为网上交易不安全，所以商家
的接受度不高。
缺领头企业
不过，中国阿里巴巴在1天内创下350亿人民币（约182亿令吉）的交易额后，逐渐提高人们对
电子商务的信心。
大马目前就缺乏一个类似阿里巴巴的领头企业，营造良好氛围。
推广本地电子商务遇到的挑战
市场准入
●跨界贸易协议的复杂度，妨碍市场准入。
消费者认知
●信任不足、缺乏电子商务的资讯、偏僻地区的商机不多，以及国人文化。
应用成本
●设立成本、交易费用、宽频。
履行与物流管道
●运输成本和履行订单等。
条例
●付费相关条例、海关和付费管道。
商家准备度
●对使用云端（cloud）缺乏认知，以及传统商家电子商务训练不足。
金援
●银行不提供贷款给无抵押品的电子商务公司。
税务
●因税务变动，不愿踏足电子商务。
安全
●部分网站有诈欺、缺乏监管架构，特别是解决商业纠纷或诈欺方面。
监管
●缺乏电子商务的监督机构。
域名
●难以取得“.com.my”域名，因需要注册公司，且没有与大马登记局和公司委员会相连。
解决管道
●解决纠纷的管道不足。
增长潜能不容小觑 5年内进入“爆炸期”
走向网络平台的本地中小企业不多，不代表就是坏事，反而可用正面的角度认为，我国在这
方面的潜能不容小觑。
伍伟成也向中小企业喊话，称大马电子商务的增长，会在5年内进入“爆炸期”。
这与冯伟良在另一场访问中提到的重点不谋而合。

http://www.nanyang.com/node/669041?tid=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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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出，国内目前仅有15%中小企业使用网络平台，但比例有望在5年内，大大提高至40%。
这主要是企业都得增长，登上网络平台无疑是最佳去处。
4大迹象
探讨国内外环境后，MOCA点出4大迹象，反映出大马电子商务有相当大的开发空间，倘若错
失良机，商家除了销售受冲击，更有可能面临淘汰风险。
1.电子商务开发潜力大
瑞士银行（UBS）针对电子商务发展现况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协发展处于非常不成熟
的阶段，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报告提到，东协占整体零售总额只有0.2%分额，若可提振至5%，就有望创下高达218亿美金
（约700亿令吉）的销售额。
整个东协的发展也不平衡，人口最大的印尼，网上零售只占整体销售0.1%分额，反观人口不
多的新加坡，分额高达1%，而大马也仅有0.2%。
报告也点出，若大马电子商务占整体零售有5%分额，将出现49亿美元（约166.6亿令吉）的
商机。
赖国强表示，要从0.2%增到5%，或需要相当时间，但若进入爆炸增长阶段，就有可能在5年
内，快速增长2至3%。
2.亚洲成电子商务焦点
伍伟成表示，2010年开始，新一波电子商务来临，焦点从欧美开始转移至亚洲，由中国引
领，吸引许多老外前来取经，与当年由美国引领的局势截然不同。
谈到这趋势转变，他指，中国勇于打破传统是重要的转捩点。
赖国强补充，西方国家的电子商务文化，一直都是通过Paypal等付费网关（payment
gateway）作为支付平台，属于企业对消费者（B2C）模式。
“中国是首先打破这传统。”
他点出，阿里巴巴推出的第三方支付系统，即支付宝，开拓了新商机，保障买卖双方，即使
规模再小或知名度不高的公司，都可以让消费者安心购物。
3.实体店变“体验店”
伍伟成表示，只要电子商务成功开发，相信许多商场，甚至连锁门店都会面临一定挑战。
“中国电子商务已发展到令许多实体店沦落成体验店的窘境，这也是为何中国运动品牌李宁，
已关闭100多家分店。”
他指出，若这情形转移至大马，将冲击许多店面和商场，而没有设立电子商务的门市，将沦
为花租金让客户试穿的平台，且苦无收入。
“连锁店的经营模式可能也需要转型，否则加盟商也会受冲击。”
4.移动端普及化
在移动端即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开始普及化，电子商务就有相当大的发展机会。
赖国强说：“以前上网要依赖电脑或手提电脑，但手机、平板电脑普及化会后，人们随时随地
都可网购。”
O2M营销模式引领
他表示，整个移动端的增长趋势，从个位数增至双位数，大马人用手机上网时间，去年已超
越电脑上网时间，未来2至3年相信会进入暴长期。
未来的电子商务相信会由O2M（online to mobile）模式引领，意指消费者将用移动端网购，
未有电子商务平台的商家们，应开始朝这方向发展。
运用电子商务3贴士
在察觉电子商务的商机后，中小企业应当如何开发？
MOCA给予3大贴士！
1.结合原本营运模式
伍伟成表示，中小企业已来到一个关键时刻，迫切需要转型到电子商务，但这不意味要放弃
原有经营模式，商家还是可以保留原有门市。
所谓增加电子商务，其实是开拓一个平台，吸引不同客源。
他指出，现今的电子商务不仅限于买产品，也包括提供服务，即O2O（online to offine）营运
模式。
所谓O2O，即消费者在网络付费，再到实体店享用服务。这模式常见于购买机票、电影票。
http://www.nanyang.com/node/669041?tid=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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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餐厅等商家也可作为参考。
“过去，有商家认为开拓电子商务，会让原有客户为了便宜，而转至网络消费，收入因此减
少。”
然而，已有相当多商家证实，电子商务实际上为公司创造更多不同地区的客源，提高销售
额。
2.通过大型电子商务平台试水温
在开拓电子商务方面，伍伟成指，大型企业可设立网站，增设交易功能，更有本钱推广。
本钱不高的中小企业，其实无需花费这些成本，也可把销售集中在一些大型的线上购物平
台，如Lazada、乐天，成为他们的零售商。
赖国强表示，经营电子商务的成本多寡，视乎商家怎样的营运模式，倘若通过第三方平台销
售产品，1年可能只需要数百至千令吉的费用，利用这些平台测试水温，再考虑建设本身的平
台。
倘若是要设立B2C的大型平台，则需要数百万令吉。
3.多方推广转被动为主动
伍伟成表示，许多企业都有个迷思，认为增设网站就是电子商务，却没有任何推广和增添买
卖功能，网站充其量只是把商标放到网络。
他不否认，中小企业透过第三平台展销产品，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竞争。
“因此，经营电子商务不能处于被动阶段。”
如今，电子商务也可透过自己的方式推广，如社交媒体、客户点评等，都是为商家累积声誉
的良好方式，而中小企业应当采取积极策略，设法吸引自己的粉丝团，才能通过电子商务提
高销售。
基建充足 无线宽频渗透率高
在东协市场，大马是其中一个最先采用互联网技术的国家。以电子商务而言，我国是东南亚
最大的市场，超越新加坡。
冯伟良认为，我国有足够基建，扶持中小企业使用网络平台。目前，有不少国际平台能够协
助企业设立网站、广告和销售产品，如谷歌（Google）、Amazon等。
虽然我国网速仍落后部分亚洲国家，但无线宽频的渗透率非常高。
截至去年底，我国家庭宽频渗透率达67.1%，目前微增至67.4%。
黄婉冰也提到，政府积极提升电子商务领域的基建，包括推行快速宽频（HSBB）计划、扩大
覆盖范围和加快网速，都意味着我国作好准备，全面享受这领域的潜能。
MDeC一直积极促进我国电子商务，从电子收费革新、推出中小企业宽频促销计划等各种新计
划，协助商家使用电子商务。
#MYCyberSALE 促销反应佳
MDeC早前推行我国最大型的网络促销“#MYCyberSALE”，把线上购物平台、付费网关、物
流、领域业者、金融机构、通讯公司和基建服务供应商，齐聚同一屋檐下。
该机构冀望借此促销活动，带动线上购物之余，也鼓励更多中小企业踏足电子商务，连带增
加国内电子商务收入。
eCommerce MILO网站的数据显示，参与盛会的网站，浏览量受带动而暴增222%。
黄慧娘表示，希望这数据可吸引更多商家把业务推上网。
她亦透露，机构希望把活动做成年度盛会，甚至吸引海外买家。
为期3年的活动中，#MYCyberSALE吸引280个线上购物平台、3700个商家参与其中，浏览人
数高达470万人次，即人口的16%，成功创670万令吉销售额，较原定目标高1.34倍。

冀商家加入线上购物平台
目前，国内电子商务领域的竞争模式，仍处于温和阶段，业者期待有更多商家进入线上购物
平台，把规模扩大。
http://www.nanyang.com/node/669041?tid=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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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Lazada总执行长意格贝基林表示，本身不以网络平台的竞争对手作为目标，而是把目光
放在整个市场。
上野昌哉也认同，称如今不是市占率的问题，关键是线上购物平台如乐天，提供商家一个通
向国际市场的管道。
乐天线上购物2012年推介期金，协助超过500个商家扩展线上业务，部分原本是依赖实体店的
企业，业务进一步扩展和接触新客户。
对于国内线上购物平台市场，大马最大网络商城Lelong.com.my联合创办人韦国盛坦言，海内
外业者纷纷走进市场，竞争加剧，但仍有许多空间提升。
该网站创立与1998年杪，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拍卖网站，原以消费者对消费者（C2C）为主，
如今逐渐转为B2C模式。
他相信，线上购物平台的市场仍相当大，但还未真正成熟。
他也强调，没有一夜成功的故事，大家都需要长时间努力，其中首3至6个月是最艰难的时
候，为中小企业的调整期，适应网络环境。
趁早赶搭网络商机
大马Lazada董事经理汉斯彼得指出，今年已见越来越多中小企业视线上购物为走进网络世界
的最佳管道。
他相信，短期内会有更多人赶上这班车，通过线上购物平台销售产品和服务。
意格贝基林补充，电子商务环境开始改善，指目前正是各商家进军的最佳时机，否则将恨错
难返。
另外，冯伟良亦呼吁，中小企业不应再等，开始善用网络平台，否则未来难与其他对手竞
争。
“使用网络平台销售或增加名气，是需要较长时间经营，并非一开始就能为企业带来回酬。这
包含了市场评语和信心。”
伍伟成提醒，许多数据和趋势都显示，现在正是进场开拓电子商务的良机，商家应迅速建立
基础，否则进入爆炸期增长后才如梦初醒，就为时已晚。
例子1.
生产清真与天然成分护肤品的Vanity药妆有限公司总执行长兼创办人玛瓦妮哈山，自成功采
用科技后，增加公司盈利。
公司2011年加入全球清真商户DagangHalal网站后，她开始在网上销售Cosmoderm产品，让公
司接触到国际客户。
这带动公司2012年的销售额激增60%，优于2011年的15%。
使用资讯工艺，也让公司成功吸引较年轻的客户，甚至拥有不少中东客光顾。
如今，资讯工艺已助玛瓦妮和团队有系统的筹办管理客户资料库，并渗透全球清真领域。
例子2.
赖国强在访问期间，以没有点名的方式，分享一家时装批发商的经验。对方在吉隆坡有11间
店，每间店面月租约1.5万令吉。
商家在年初时，开始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只保留1家店面做展销店，每月节省10多万令吉，客
源有增无减，生意额更增加20万令吉。
伍伟成表示，电子商务的推广，其实可以拉近全国各地生活品质差距，商家无需在小镇设立
分店，就可以带动他们的消费力，借此推高经济增长。
报道： 蔡幸仪、姚思敏、翁慧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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