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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典型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经营情况统计年报表

指标解释

1. 企业（单位）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指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

的负责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

2)联系方式：

单位详细地址：根据本单位所在地的详细地址填写。详细地址按邮政部门认可的单位所

在地地址填写，应包括区（县）、乡（镇）、村街（路）名称和门牌号（室），不要填写通

讯信箱号。对于在固定活动房或破墙开店的单位，没有具体门牌号，可按邮政通讯到达地址

填写。生产经营活动地点在外省市的企业（单位），可免填区（县），将详细地址填在区（县）

后。

邮政编码、电话号码、传真号码、Email（电子邮件信箱）：在填写所有号码时，应将

号码以左顶齐方式从左向右填写在方框内；号码超过所列空位时，向方框外右面扩充。电话

号码以填写固定座机电话号码为主，对于确实没有座机电话号码的单位，可以填写主要负责

人的移动电话号码。

3)登记注册类型：企业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内资企业：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机构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以及中国内地企业

或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

业等。

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

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

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是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

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设立的企业。包括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与港澳台商合作经

营企业、港澳台商独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 ICP 证号/ICP 备案号：按照企业在登记管理机关登记备案的许可证号或备案号。

5)注册资金：指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数额体现。

企业注册资金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填写。

6)成立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填写企业成立日期即可。

2. 行业类别：依照国家标准《2017 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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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类别：

1)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企业：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及相关

服务场所的企业。

纯第三方平台：指为其他企业或个人提供商品或服务交易的电商平台。

自营及第三方混营平台：指既有第三方又有自营的混营平台。

2)自营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指经济活动主体拥有并运营的具有独立域名的电子商务

平台。

纯自营平台：指企业自建平台并通过该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自营及通过第三方平台：指企业既通过自建平台、同时也利于第三方平台销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

3)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企业：

物流快递：指服务于电子商务企业，在一定时限内快速完成从而实现电子商务交易过程

所涉及的物流快递。

电子支付：指通过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向银行等进入机构发出付款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

资金转移的行为，具体包括电话支付、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等方式。

其他：除上述两类支撑模式以外的支撑企业类型。

4)电子商务衍生服务企业：

电子商务代运营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全托式电子商务服务模式的企业，即指传统企业

以合同的方式委托专业电子商务服务商为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电子商务运营服务的企业。

电子商务营销服务：是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完成一系列营销环节，辅助客户实

现营销目标，包括营销方案设计、互联网媒体筛选、传播内容策划及效果监测等。

电子商务咨询服务：指电子商务咨询服务机构通过对已从事电子商务工作或即将从事电

子商务工作的企事业单位或政府有关电子商务业务进行诊断、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协助执行

落实方案，以提高客户的经济或社会效益，并从中收取一定的服务费。

电子商务教育培训服务：指专业教育培训机构（包括大学等教育机构）为电子商务从业

者、电商企业、在校学生等相关人员和机构提供电子商务理论实务、实践操作等教育培训服

务。

其他：除上述四类衍生服务模式以外的电子商务衍生服务企业类型。

4. 交易模式

1） 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或销售辅助活动。

2） 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

的销售活动。

3） C2C：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个人对个人（家庭）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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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务的销售活动。

4） 其他：除以上交易模式外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5. 数据类型：指企业填报数据构成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即可。

6. 交易平台基本情况

拥有交易平台个数及平台地址或名称：指企业已注册使用的可进行电子商务交易的平台

个数及具体地址或名称。网址按实际情况填写，中间用“，”或“；”间隔即可。

7. 交易平台用户情况

1）平台内经营者：指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个人卖家：报告期末，在交易平台上，指以个人名义在网站注册以便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的用户数量。

企业（单位）卖家：报告期末，在交易平台上，指以公司名义在网站注册以便销售商品

或提供服务的用户数量。

付费会员：报告期间，交易平台上，注册用户中缴纳会员费的企业及个人数量总和。

2）消费者：是指为达到个人（企业）消费使用目的而购买各种产品与服务的个人（企

业）或最终产品的个人（企业）使用者。

个人买家：报告期末，在交易平台上，指以个人名义在网站注册以便购买商品或服务的

用户数量。

企业（单位）买家：报告期末，在交易平台上，指以公司名义在网站注册以便购买商品

或服务的用户数量。

平均月度活跃用户数：交易平台上平均每月光顾并发生交易的用户数量。

付费会员：报告期间，交易平台上，注册用户中缴纳会员费的企业及个人数量总和。

8. 订单情况

订单总数：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下达的订单总量。

1） 通过物流快递配送订单数：在平台订单总数中，通过物流快递配送的订单数量。

2） 来自移动设备订单数：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完成交易对应的订单

数量。

3） 跨境订单：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

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订单数。

9. 电子商务支付情况

在线电子支付额占电子商务总交易额比重：网站上设有在线电子支付服务功能，用户为

完成电子商务交易活动而通过在线电子支付的金额，占电子商务总交易额的比重。

10. 物流快递配送情况：

1） 自营：指通过自营物流体系完成的配送。

2） 外包：指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完成的配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5%A2%83/1647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5%95%86%E5%8A%A1%E5%B9%B3%E5%8F%B0/33761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8%E5%A2%83%E7%89%A9%E6%B5%81/50925436


4

3） 无：交易过程中无需物流快递配送。

11. 从业人员情况

期末从业人员合计：指报告期末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实有人员

数。从业人员包括在各单位工作的外方人员和港澳台方人员、兼职人员、再就业的离退休人

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第二职业者。但不包括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

12.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1) 全年营业收入：指企业全年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以及渡让资产

取得的收入。营业收入合计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企业填写营业收入合计指标时，一般根据企业会计“利润表”中各自的“主营业务收入”

的本年累计数与“其他业务收入”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写。

主营业务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收入总额。

此项目应根据相关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商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营业

收入”“经营收入”“工程结算收入”等科目发生额填列。

提供平台服务收入：对于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的企业，通过交易服务获取的收入总

额。

2） 年末资产总计：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

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

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根据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

总计”项目的期末数填写。

3) 全年营业利润：在报告期内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

所产生的利润总额。

4) 全年企业成本：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对应的各项成本、费用指标计算填列。并计

算人力资源、通信、物业租赁、融资各类成本所占比重。其中，人力资源成本包含工资、福

利、“四金”和培训费用等；融资成本包含各类财务费用，如利息支出、汇兑损失、金融机

构手续费等。

5) 全年纳税金额：指企业全年应交税费总额。包含企业营业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税金，

除企业代开发票。

13. 直播情况：

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以视频直播、

音频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推销商品或服务的活动。

1） 通过直播带动的销售额：通过直播方式，带动商品或服务消费的交易额。

2） 直播商品数：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等形式

向社会公众推销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如同一商品 ID 在多个直播间上架，记为一个商品。

3） 观看人次：在互联网直播营销期间，用户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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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直播间的累计观看次数。

4） 直播场次：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小程序等，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等形式向

社会公众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场次数。

5） 主播数：在互联网直播营销服务中与用户直接互动交流的主播人员数量。

14. 经营情况填报内容

电子商务交易额：电子商务，是通过电子形式进行的商务活动，具体指经济活动主体之

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基于计算机网络（含互联网、移动网络和其他信息网络）开展商务活动，

实现网上接洽、签约等关键商务活动环节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化，包括货物交易、服务交易等。

考虑到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对电子商务交易额的认定由两类构成：（1）一个交

易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手段，只要其成交是通过网络实现的，均将其视为电子商务，其成交额

即为电子商务交易额。（2）由于外贸领域应用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外贸企业通过网络电子

商务平台接洽而达成的交易，其成交额即为电子商务交易额。

1） 提供第三方交易服务平台：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及相关

服务场所的企业。

2） 通过自营平台：指经济活动主体拥有并运营的具有独立域名的电子商务平台。

3） 通过第三方平台：指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

4） 通过社交渠道：基于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互联网社交工具，从事商品交易或服务提

供的经营活动。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在报告期内，针对实物商品的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对于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来说，即通过平台产生的实物商品交易额。

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报告期内，针对各项服务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总金额。

包含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文化体育服务、

居民生活服务、交通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居民住房服务等。

个人销售：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平台内个人卖家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企业销售：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平台内企业卖家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15. 电子商务交易结构:

指企业所有电子商务交易额（含商品类、服务类）的结构。

1） 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或销售辅助活动。

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的销

售活动。

C2C：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个人对个人（家庭）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

务的销售活动。

其他：除以上交易模式外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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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境外的交易额：通过电子商务活动实现的面向境外的产品或服务的交易金额。

3） 本企业（不含子公司）电子商务交易额：对于拥有子公司的企业，填写该平台在本

地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例如某集团总部此处需填写该平台在本省完成的电子商务交易

额。

16. 按商品类分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在报告期内，针对商品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金额，由个人

销售及企业销售两部分交易额构成。商品分类指根据商品的主要用途和性质所进行的分类。

通过对商品分类统计，反映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情况。

1） 粮油、食品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食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干鲜蔬果、

食糖、糖果糕点、豆制品、滋补食品、食盐、调味品、罐头食品、奶及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加

工制品等。

2） 饮料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饮料，包括液体型饮料，如汽水、果菜汁、矿泉水等；

冷冻饮品；固体饮料；茶叶、咖啡、可可和其他饮料。

3） 烟酒类：包括酒和烟草加工品。酒，包括白酒、啤酒、黄酒、果露酒等。烟草加工

品，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莫合烟、鼻烟等烟草加工品，不包括烤烟、晒烟等烟草加工

原料（统计在“其他类”）。

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指服装、鞋帽、针织品和纺织品的集合。

服装类：指以棉布、棉化纤混纺布、化纤布、麻布、呢绒、绸缎、裘皮、化纤针织面料

等为原料缝制的各种男、女、成人、儿童的单、夹、棉、皮等各种服装（包括内衣裤、外衣

裤、衬衣、衬裤、胸罩、裙子等），包括以毛线、丝线、麻线和各种混纺线编织的各种服装，

如毛衣、毛衫、毛裤。

鞋帽类：鞋，指皮鞋、胶鞋、布鞋和全塑料鞋等，包括各种材料制作的靴子、凉鞋、便

鞋、拖鞋、运动鞋、旅游鞋、春秋鞋等；帽，指各种面料、各种款式的男、女、童、婴儿帽

子。

针、纺织品类：针织品，指纯棉、纯化纤、化纤与棉（包括短涤纶）混纺的针棉织品、

毛毯、线毯、地毯、毛巾、毛线、毛织物等纯纺、纯化纤、混纺针织品及化纤针织面料；纺

织品，指布（包括棉布、棉花化纤混纺布、化纤布等外棉棉布、玻璃纤维布、再生纤维布、

野杂纤维布、土纺布、无纺布、漆布等），呢绒（包括涤纶混纺物），绸缎，麻布，纱类（包

括棉纱、等外棉棉纱、玻璃纤维纱、再生纤维纱、野条纤维纱、废纱、土纱、麻绒等纺织品）。

针、纺织品包括除服装外的制成品，如床上用品、袜子、针纺织手套、窗帘等。

5） 化妆品类：指洁肤护肤美容用品、洁发护发美发用品、药物美容美体用品等。

洁肤护肤美容用品，包括洁面乳、霜、油等洁肤用品，霜、香脂、乳液、润肤油、爽身

粉等护肤品，香粉（粉饼）、胭脂、唇膏、眼影、眉笔、指甲油、各种化妆盒、假发等美容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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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发护发美发用品，包括洗发香波、洗发膏、洗发精、浴液、剃须膏、发油、发露、发

腊、发宝、营养发水、护发素、发胶、摩丝、各种染发剂等；

药物美容美体用品，包括花露水、腋下香、香水、防秃生发水、浓眉露、止痒水（粉）、

祛斑霜、粉刺露、防晒剂、痒子粉（水）、减肥霜等；其他化妆用品。

6） 金银珠宝类：指以金、银、铂等金属及钻石、宝（玉）石、翡翠、珍珠、水晶、象

牙、骨角等为原料，经加工和连接组合、镶嵌等方法，制成各种图案造型的装饰品、饰品、

工艺品等。包括首饰，如项链、戒指、耳环、手镯、脚链、挂件、别针、发卡等，珠宝饰品，

如宝（玉）石、宝（玉）石饰品、钻石镶嵌、珍珠镶嵌以及其他金银珠宝饰品等。

7） 日用品类：指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日用塑料制品、天然皮革和人造皮革

制品、玻璃器皿、日用百货、燃气灶具、儿童玩具、日用化工产品、照明器具、日用杂品、

钟表眼镜及配件、各种工艺品、烟花炮竹、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等。

其中，日用金属制品，包括精铝、铸铝、铝合金家用器皿，不锈钢制餐具，家用厨房用

具及其他不锈钢制器皿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通用金属器皿（统计在“金属材料类”）；

日用搪瓷制品，包括单瓷、双瓷的面盆、口杯及其他搪瓷制品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通

用搪瓷制品（统计在“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日用百货，包括如缝纫机、保温瓶、雨衣、理发用具、剃须刀具、火柴、打火机、电池、

腰带、刀、剪、锁、钳、卫生纸、卫生巾等；

日用化工产品，包括洗涤用品、杀虫剂、花肥等；

燃气灶具，包括燃气热水器、各种灶具等；

照明器具，包括各种灯具、灯泡、灯管、手电筒等；

日用杂品，包括铁锅、笼屉、瓷碗、碟等餐具和炊事用具，竹、木、藤、柳编制品，炉

子、烟筒和取暖设备等；

钟，包括各种机械、石英电子的闹钟、挂钟、座钟等，表包括各种机械、石英电子手表、

怀表、秒表、其他表、钟表零配件等，眼镜包括成品眼镜、眼镜架、眼镜片、眼镜毛坯、眼

镜零配件等；各种工艺品，包括雕塑工艺品、人造花卉工艺品、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编织

工艺品、刺绣工艺品、抽纱工艺品等。其中，雕塑工艺品包括玉雕、牙雕、金属工艺品、漆

器工艺品、画类工艺品等，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编织工艺品包括竹编工艺品、藤编工艺品、

草编工艺品等；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包括自行车、助动自行车、三轮车、残疾人座车（无

论是否装有发动机）、婴儿推车和手推车等及配件。

洗涤用品类，包括洗衣粉、肥皂、香皂、浴皂、药皂、牙膏及各种清洁洗涤剂（膏、液、

粉）等日用洗涤用品。

儿童玩具类，包括各种材质制作的玩具。

8） 五金、电料类：指五金工具、电工工具、工具配件、水暖器材、各种专用工具、五

金杂品等，以及木瓦工具、电工电讯器材及配件等各类商品，如各种榔头、钳子、扳手、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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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泥刀、自来水管、各种水龙头、暖气片、阀门、螺丝、螺母、水表、电表、插座、插头、

开关、电线、铁丝、镇流器、灯架、灯罩等。

9） 体育、娱乐用品类：指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游艺器材、棋牌、戏装道具、乐器、

照相器材及用品等。

其中，体育用品，包括球类、球类器材、体操运动器材、举重运动器材、田径运动器材、

水上运动器材、冰雪运动器材、射击、射箭、击剑器材、场地器材、航空、航海模型材料、

运动保护用具、钓鱼用具等；

健身器材，指各种用于达到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目的器材，包括侧重于肌肉训练的，

如扩胸机、举重床、自重式健力器、哑铃组合架、坐式后拉器、卧式后屈腿训练器等；包括

侧重于身体素质训练的，如跑步机、健步器、骑马机、滑雪器、健骑机等以及集消除疲劳、

减肥健身为一体的各种按摩机（非电动）、健腹器等；

游艺器材，包括游戏机、插卡式电脑学习机、儿童运动游艺器材等；

棋牌，包括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克郎棋、军棋、跳棋、扑克牌、麻将牌等；

乐器，包括中西乐器、电子乐器、乐器辅助用品及配件，如钢琴、提琴、手风琴、吉他

等；

照相器材，包括摄影用品、暗房用品、修相用品和其他照相器材，如摄影用品，包括照

相机、座机、外拍机、胶卷胶片、相纸、放大机、照相镜头、摄像灯具照相零配件及其他摄

影用品，上光机、反拍机、翻版机、冲片机等，修相油、上光用品、修底版用具等，洗相药

品，如显影液、定影液等，不包括Ｘ光胶片和工业胶片（统计在“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10） 书报杂志类：指各种以纸介质形态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的书籍、工具书、课本、教

材、图片、报纸和杂志等。

11）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指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其中，电子出版物，指以数字方式将图文音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

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

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

交互式光盘（CD-Ｉ）、照片光盘（PHOTO-ROM）、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

成电路卡（IC CARD）及其他媒体形态；

音像制品，指各种磁、光、电介质的录音、录像的磁带、光盘（CD、LD、VCD、DVD）

等，包括各种空白的录音带、录像带、光盘。

12）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指洗涤电器、制冷电器、清洁电器、小家电、家用厨房

电器具、家用保健电器和各类音像器材等。

其中，洗涤电器，包括洗衣机、甩干机等；

制冷电器，包括电冰箱、电冰柜、房间空调器等；

清洁电器，包括吸尘器、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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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电，包括电熨斗、电风扇、电淋浴器（包括浴霸）、节能热水器等；

家用厨房电器具，包括食品加工机、抽排油烟机、微波炉、电饭堡、电烤箱、洗碗机、

消毒柜等；

家用保健电器，包括电取暖器、电动按摩器等；

音像器材，包括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收音机、幻灯机、组合音响、影碟

机（LD、CD、VCD、DVD 等）、专业音响器材、专业声像器材以及配件等，不包括照相器

材及用具（统计在“体育、娱乐用品类”）。

13） 中西药品类：指人用各种中西药品、中药材以及各种小型医疗用品、敷料，不包

括医疗用的各种大型设备，如 CT 机、核磁共振器等，和兽用的各种药品、医疗器材（统计

在“其他类”）。

西药类：指以化学物质为原料根据药典或处方生产的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体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化学药品制剂、放

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但不包括化学试剂（统计在“化工材料及制

品类”）。

中草药及中成药类：指以天然的活性物质群为原料，根据中医药典或处方生产或配置，

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

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

其中，中药材，指在自然界中天然生长或人工种植、养殖、采掘的可用于加工中药饮片

和中成药的物质，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等；

中药饮片，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用于预防、治疗人体

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中成药，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根据药典或处方生产的

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

制剂，包括各种剂型（丸、散、膏、丹、胶、药酒、露、冲剂及改良剂型）的中成药。

14） 文化办公用品类：指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和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

其中，学习和办公用品，包括学习和办公用的纸张、本册、打字机、油印机、速印机、

复印机、计算器、快译通、电子笔记本、算盘、文具、普通测绘仪器、印刷材料以及教学用

的设备、器材、标本、模型等；

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包括 CPU 在 80186 以上的大、中、小、微型、便携式电子计算

机（包括多媒体计算机）和计算机的辅助设备，如服务器、打印机、扫描仪、不间断电源、

多媒体配件、专用设备和零配件，计算机用键盘、鼠标、网卡、U 盘、内存条、软盘、磁带、

打印机用纸、色带、墨盒、硒鼓等，不包括单板机、插卡式电脑学习机（统计在“体育、娱

乐用品类”），也不包括各种电子计算机软件（统计在“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随机

附赠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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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具类：指用木材、金属、塑料、藤、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人们生活、学习、

工作、休息用的各种普通家具和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家具，包括家用就寝、就餐、起居、书

房使用的床、柜、箱、架、沙发、桌、椅、凳、茶几、屏风，以及成套或组合家具，也包括

医院、学校、图书馆、旅游、办公等专用的办公桌椅、文件柜、书柜等家具。

16） 通讯器材类：指有线、无线通讯使用的各种器材和设备，包括电话机（普通电话

机、无绳电话机、移动电话、小灵通等）、对讲机、寻呼机、传真机等以及配套产品。

1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指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各

种办公或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等。

其中，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包括土砂石矿品、耐火土石开采及其初加工品、工艺美术品

用非金属矿、石棉、工业原料用云母、石墨、石膏、工业原料滑石、滑石粉、金刚石、水晶、

冰洲石、次土、膨润士及其初加工品、长石、叶腊石、蛭石、硅线石、凹凸奉石、海泡石、

浮石、沸石、珍珠岩、霞石正方岩、刚玉、硅藻石、硅石灰石等；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包括水泥、无熟料水泥、水泥熟料、水泥混凝土制品、

水泥预制构件、纤维增强水泥制品、砖、瓦、建筑砌砖、石灰、轻质建筑材料、建筑用石材

加工品、建筑防水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建筑用玻璃制品、平板玻璃、压延玻璃、磨砂玻璃、

喷花玻璃、中空玻璃、热反射玻璃、吸热玻璃、玻璃砖、泡沫玻璃、工业技术玻璃、特种玻

璃、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石英玻璃及其制品、光学玻璃、玻璃仪器、绝缘玻璃、玻璃保温容

器（不包括日用玻璃保温容器，统计在“日用百货类”）、普通陶瓷制品（不包括陶瓷餐具，

统计在“日用品类”）、工业陶瓷、高压绝缘子、低压绝缘子耐火材料制品、玻璃窑专用耐

火材料、石墨及碳素制品、碳化纤维、石墨热交换器。石棉制品、云母制品、磨料和磨具、

铸石、化学石膏、人造水晶、合成云母、人造金刚石、晶体材料、晶体镀膜材料等；

办公和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包括地板、地板革、墙纸、墙布、涂料、乳胶漆及各种

装饰用具等，但不包括家具（统计在“家具类”）、清洁电器和家用厨房电器具（统计在“家

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18） 汽车类：指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及其零

配件，包括汽车、汽车底盘和汽车配件等。

其中，汽车包括载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轿车等。

19） 石油及制品类：包括原油、炼厂气体、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工业燃料、

溶剂油、润滑油、石蜡、地腊、专用腊、凡士林、洗涤剂原料、石油腊类、石油沥青、标准

油、白色油、软麻油、原料油、润滑脂、石油酸、石油皂、液化石油气等。

20） 煤炭及制品类：包括原煤、煤炭和煤制品，如洗煤、筛选块煤、筛选混煤及混末

煤、焦炭、石油焦、半焦、煤饼（块）、煤球等。

21） 木材及制品类：指木、竹采伐产品和木材、竹非生活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

按批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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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木、竹采伐产品，包括原木、小规模木材、薪炭木材、毛竹、篙竹等；

木材、竹非生活制品，包括锯材、板材、人造板、木材防腐制品，木、竹工业、建筑业

用品，藤、棕、柳条工业制品等。

22） 化工材料及制品类：指化学矿采选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此类

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化学矿采选品，包括硫铁矿、磷矿、硼矿、钾矿、天然硫磺、钙芒硝矿、芒硝矿、

蛇纹矿、天然矿、重晶石、督重石、天青石、雄黄石、明矾石等；

化工产品，不包括日用化工产品（统计在“日用品类”或“化妆品类”），包括无机化

学品、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有机化学品、颜料、染料、催化剂、助剂、添加剂、粘合剂、

高分子聚合物、信息用化学品、化学试剂、X 光胶片、工业用胶片等；

橡胶制品，不包括日用橡胶制品（统计在“日用品类”），包括如橡胶运输带、橡胶类

传输带、橡胶三角带、橡胶风扇带、橡胶胶管、再生胶、橡胶导风管、橡胶浮筒、橡胶杂品、

乳胶制品、橡胶密封制品、特种橡胶制品、软胶壳、微孔橡胶隔板、胶绳、胶筋、胶液、密

封腻子等；

塑料制品，不包括日用塑料制品（统计在“日用品类”），包括塑料薄膜、塑料板材、

塑料管、塑料棒、塑料异型材、塑料丝、塑料人造革、塑料合成革、泡沫塑料、塑料工业配

件、塑料包装箱及容器等塑料原料。

化肥类：指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肥（统计在“日用品类”）。

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氮肥，包括液氮、尿素、硝酸铵、氯化铵、硫酸铵、氨水等；

磷肥，包括重过磷酸钙、普通过磷酸钙等；

钾肥，包括氯化钾、硫酸钾、窑灰钾、钾镁肥等；

复合肥，包括氮磷肥、氮钾肥、磷钾肥、氮磷钾肥、硝酸磷、氮钾混合肥、铵磷钾、磷

酸铵等。

不包括磷矿粉肥和“土法”生产的各种化学肥料，如硫磺脚渣提炼的硫磺铵、硝酸钾、

土制过磷酸钙和磷酸钾，也不包括微量元素的化学肥料（如钾酸铵）。

23） 金属材料类：指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有色金属矿采

选产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包括铁矿石原矿、铁矿石成品矿、人造富铁矿、锰矿石原矿、

锰矿石

成品矿、人造富锰矿、铬矿石原矿、铬矿石成品矿等；

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包括钢、生铁、铁合金、钢材、钢坯、钎子钢、轧制钢球、

重熔钢、炼铁副产品、球墨铸铁、金属化球团、海棉铁、钒渣和粗末冶金原料、钢板网等；

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轻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贵金属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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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选产品、稀有金属矿采选产品等；

有色金属矿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包括有色金属矿冶炼产品、轻有色金属矿冶炼产品、稀

土金属冶炼产品。稀散金属及半金属冶炼产品、高纯及超纯有色金属、重有色金属合金、硬

质合金、稀有稀土金属合金、稀有放射性金属冶炼产品、重有色金属加工材、双金属材、轻

有色金属加工材、贵金属加工材、稀有金属加工材、有色金属加工材、半导体材料等。

24）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指普通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

通讯设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等。

其中，普通机械，包括锅炉及原动机、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工业专用设备、建筑工程机械、钻探机械等；

交通运输机械，包括铁路运输设备、飞行器、工矿设备、船舶及其辅机、摩托车，不包

括汽车、汽车底盘及汽车配件（统计在“汽车类”）；

电器机械及器材，包括电机、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等；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包括雷达和无线电导航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子原

件、电子器件、仪器仪表、计量标准仪具及量具、衡器，不包括家用电脑机及其各种配套产

品（统计在“文化办公用品类”）、电话机、移动电话、BP 机等（统计在“通讯器材类”），

也不包括家用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等（统计在“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农机类：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包括农机具、农药具、农用车、农用动力机械等，如

拖拉机、收割机、机引犁、机引耙、机引播种机、机动三轮车、拖车、机动植保机械、机动

畜牧机械、机动脱粒机、内燃发动机组、水泵、喷灌机；以及各种零配件，如电动机、柴油

机、手推车车轮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5） 种子饲料类：指各种农业或公共园艺使用的种子、种苗和饲养牲畜的草料、杂粮、

杂豆等，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种、种苗等，以及人们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饲养各种动物的

从专门商店购买的宠物食品（统计在“其他类”）。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6） 棉麻类：指棉麻产品、蚕茧等。

其中，棉，包括籽棉、细绒棉、长绒棉、絮棉、棉短绒；

麻，包括黄麻、红麻、芒麻、大麻、亚麻、剑麻；

蚕茧，包括桑蚕茧、柞蚕茧、蓖蚕茧和其他蚕茧等。

27） 其他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如大型医疗器材，文物、古董、邮票、硬币、

现代绘画作品，土特产品和畜产品、禽畜或宠物用的药品、宠物食品、花鸟鱼虫，消防器材

及设施，废旧物资等。其中，畜产品包括各种牛皮、羊皮、猪皮及其他动物皮革，以及种畜、

幼畜、幼禽绒毛、羽毛、鬃毛、肠衣等。

28） 农产品：包括粮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豆制品、休闲食品、滋补食

品、调味品、奶类、茶叶等。

17. 按服务类分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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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报告期内，针对各项服务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总金额，由

个人销售及企业销售两部分交易额构成。服务分类指根据提供服务的主要用途和性质所进行

的分类。

1） 餐饮服务：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

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企业，如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

服务、外卖送餐服务等，包括互联网订餐平台。

2） 住宿服务：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或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企业，

如旅游饭店、一般旅馆、民宿服务等，包括互联网酒店住宿平台。

3） 旅游服务：包括旅游游览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和综合旅游服务，如公园景区服务、

体育旅游服务、室内娱乐服务、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等及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

客旅游的服务，包括互联网旅游平台。

4） 教育培训服务：进行学前、初等、中等、高等、特殊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等教育服

务的企业，包括互联网教育培训平台。

5） 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其他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其中医疗卫生

服务指在各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的活动；其他健康服务包括互联网医疗服务、健康

咨询服务、健康体检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精神康复服务、中医保健服务等；养老服务指机

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养老咨询服务等。

6） 文化体育服务：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其中文化服务指的是新闻出版服务、广

播影视服务、居民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数字文化服务等，体育服务包含体育

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健康服务、

体育彩票服务等。

7） 居民生活服务：包括家庭、托儿所、洗染、理发及美容、洗浴和保健养生、婚姻服

务、殡葬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居民用品及设备修理、宠物服务、居民安全保护服务、搬家

服务、家装服务等。

8） 交通邮政服务：包括铁路出行、道路出行、水上出行、航空出行、汽车租赁、公共

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含网约车）、居民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以及物流

快递等。

9） 电信服务：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

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包括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等。

10） 居民住房服务：包括居民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长

期公寓租赁等。

11） 其他服务：指以上未包括的服务类别。

18. 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地区情况：

1） 卖方电子商务交易额：卖方为某地区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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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买方电子商务交易额：买方为某地区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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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经营情况统计月报表

指标解释

1. 网络订单总数：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下达的订单总量。

1） 通过物流快递配送：在平台订单总数中，通过物流快递配送的订单数量。

2） 来自移动端的订单：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完成交易对应的订单数

量。

3） 跨境订单：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

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订单数。

2. 电子商务交易额：电子商务，是通过电子形式进行的商务活动，具体指经济活动主体

之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基于计算机网络（含互联网、移动网络和其他信息网络）开展商务活

动，实现网上接洽、签约等关键商务活动环节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化，包括货物交易、服务交

易等。

考虑到当前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对电子商务交易额的认定由两类构成：（1）一个交

易无论采用何种支付手段，只要其成交是通过网络实现的，均将其视为电子商务，其成交额

即为电子商务交易额。（2）由于外贸领域应用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外贸企业通过网络电子

商务平台接洽而达成的交易，其成交额即为电子商务交易额。

1）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在报告期内，针对实物商品的电子商务产生的交易额。

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来说，即通过平台产生的实物商品交易额。

2） 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报告期内，针对各项服务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总金

额。包含餐饮服务、住宿服务、旅游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文化体育服

务、居民生活服务、交通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居民住房服务等。

3） 来自移动端的交易额：在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完成交易所对应的交

易额。

4） 通过直播带动的销售额：通过直播方式，带动商品或服务消费的交易额。

5） 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进行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或销售辅助活动。

6） 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企业与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或服务

的销售活动。

7） C2C：消费者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指个人对个人（家庭）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

或服务的销售活动。

8） 其他：除以上交易模式外实现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9） 自营交易额：指企业通过自建平台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达成的交易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5%A2%83/1647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5%95%86%E5%8A%A1%E5%B9%B3%E5%8F%B0/33761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7%A8%E5%A2%83%E7%89%A9%E6%B5%81/5092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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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商品类分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商品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在报告期内，针对商品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金额，由个人

销售及企业销售两部分交易额构成。商品分类指根据商品的主要用途和性质所进行的分类。

通过对商品分类统计，反映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情况。

1） 粮油、食品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食品，如粮油、肉禽蛋、水产品、干鲜蔬果、

食糖、糖果糕点、豆制品、滋补食品、食盐、调味品、罐头食品、奶及奶制品及其他食品加

工制品等。

2） 饮料类：指供人们食用的各种饮料，包括液体型饮料，如汽水、果菜汁、矿泉水等；

冷冻饮品；固体饮料；茶叶、咖啡、可可和其他饮料。

3） 烟酒类：包括酒和烟草加工品。酒，包括白酒、啤酒、黄酒、果露酒等。烟草加工

品，包括卷烟、雪茄烟、烟丝、莫合烟、鼻烟等烟草加工品，不包括烤烟、晒烟等烟草加工

原料（统计在“其他类”）。

4）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指服装、鞋帽、针织品和纺织品的集合。

服装类：指以棉布、棉化纤混纺布、化纤布、麻布、呢绒、绸缎、裘皮、化纤针织面料

等为原料缝制的各种男、女、成人、儿童的单、夹、棉、皮等各种服装（包括内衣裤、外衣

裤、衬衣、衬裤、胸罩、裙子等），包括以毛线、丝线、麻线和各种混纺线编织的各种服装，

如毛衣、毛衫、毛裤。

鞋帽类：鞋，指皮鞋、胶鞋、布鞋和全塑料鞋等，包括各种材料制作的靴子、凉鞋、便

鞋、拖鞋、运动鞋、旅游鞋、春秋鞋等；帽，指各种面料、各种款式的男、女、童、婴儿帽

子。

针、纺织品类：针织品，指纯棉、纯化纤、化纤与棉（包括短涤纶）混纺的针棉织品、

毛毯、线毯、地毯、毛巾、毛线、毛织物等纯纺、纯化纤、混纺针织品及化纤针织面料；纺

织品，指布（包括棉布、棉花化纤混纺布、化纤布等外棉棉布、玻璃纤维布、再生纤维布、

野杂纤维布、土纺布、无纺布、漆布等），呢绒（包括涤纶混纺物），绸缎，麻布，纱类（包

括棉纱、等外棉棉纱、玻璃纤维纱、再生纤维纱、野条纤维纱、废纱、土纱、麻绒等纺织品）。

针、纺织品包括除服装外的制成品，如床上用品、袜子、针纺织手套、窗帘等。

5） 化妆品类：指洁肤护肤美容用品、洁发护发美发用品、药物美容美体用品等。

洁肤护肤美容用品，包括洁面乳、霜、油等洁肤用品，霜、香脂、乳液、润肤油、爽身

粉等护肤品，香粉（粉饼）、胭脂、唇膏、眼影、眉笔、指甲油、各种化妆盒、假发等美容

品；

洁发护发美发用品，包括洗发香波、洗发膏、洗发精、浴液、剃须膏、发油、发露、发

腊、发宝、营养发水、护发素、发胶、摩丝、各种染发剂等；

药物美容美体用品，包括花露水、腋下香、香水、防秃生发水、浓眉露、止痒水（粉）、

祛斑霜、粉刺露、防晒剂、痒子粉（水）、减肥霜等；其他化妆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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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银珠宝类：指以金、银、铂等金属及钻石、宝（玉）石、翡翠、珍珠、水晶、象

牙、骨角等为原料，经加工和连接组合、镶嵌等方法，制成各种图案造型的装饰品、饰品、

工艺品等。包括首饰，如项链、戒指、耳环、手镯、脚链、挂件、别针、发卡等，珠宝饰品，

如宝（玉）石、宝（玉）石饰品、钻石镶嵌、珍珠镶嵌以及其他金银珠宝饰品等。

7） 日用品类：指日用金属制品、日用搪瓷制品、日用塑料制品、天然皮革和人造皮革

制品、玻璃器皿、日用百货、燃气灶具、儿童玩具、日用化工产品、照明器具、日用杂品、

钟表眼镜及配件、各种工艺品、烟花炮竹、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等。

其中，日用金属制品，包括精铝、铸铝、铝合金家用器皿，不锈钢制餐具，家用厨房用

具及其他不锈钢制器皿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通用金属器皿（统计在“金属材料类”）；

日用搪瓷制品，包括单瓷、双瓷的面盆、口杯及其他搪瓷制品等，不包括工业建筑的通

用搪瓷制品（统计在“建筑及装潢材料类”）；

日用百货，包括如缝纫机、保温瓶、雨衣、理发用具、剃须刀具、火柴、打火机、电池、

腰带、刀、剪、锁、钳、卫生纸、卫生巾等；

日用化工产品，包括洗涤用品、杀虫剂、花肥等；

燃气灶具，包括燃气热水器、各种灶具等；

照明器具，包括各种灯具、灯泡、灯管、手电筒等；

日用杂品，包括铁锅、笼屉、瓷碗、碟等餐具和炊事用具，竹、木、藤、柳编制品，炉

子、烟筒和取暖设备等；

钟，包括各种机械、石英电子的闹钟、挂钟、座钟等，表包括各种机械、石英电子手表、

怀表、秒表、其他表、钟表零配件等，眼镜包括成品眼镜、眼镜架、眼镜片、眼镜毛坯、眼

镜零配件等；各种工艺品，包括雕塑工艺品、人造花卉工艺品、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编织

工艺品、刺绣工艺品、抽纱工艺品等。其中，雕塑工艺品包括玉雕、牙雕、金属工艺品、漆

器工艺品、画类工艺品等，天然植物工艺品、纤维编织工艺品包括竹编工艺品、藤编工艺品、

草编工艺品等；人力或助动车类及配件，包括自行车、助动自行车、三轮车、残疾人座车（无

论是否装有发动机）、婴儿推车和手推车等及配件。

洗涤用品类，包括洗衣粉、肥皂、香皂、浴皂、药皂、牙膏及各种清洁洗涤剂（膏、液、

粉）等日用洗涤用品。

儿童玩具类，包括各种材质制作的玩具。

8） 五金、电料类：指五金工具、电工工具、工具配件、水暖器材、各种专用工具、五

金杂品等，以及木瓦工具、电工电讯器材及配件等各类商品，如各种榔头、钳子、扳手、锉

刀、泥刀、自来水管、各种水龙头、暖气片、阀门、螺丝、螺母、水表、电表、插座、插头、

开关、电线、铁丝、镇流器、灯架、灯罩等。

9） 体育、娱乐用品类：指体育用品、健身器材、游艺器材、棋牌、戏装道具、乐器、

照相器材及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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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体育用品，包括球类、球类器材、体操运动器材、举重运动器材、田径运动器材、

水上运动器材、冰雪运动器材、射击、射箭、击剑器材、场地器材、航空、航海模型材料、

运动保护用具、钓鱼用具等；

健身器材，指各种用于达到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目的器材，包括侧重于肌肉训练的，

如扩胸机、举重床、自重式健力器、哑铃组合架、坐式后拉器、卧式后屈腿训练器等；包括

侧重于身体素质训练的，如跑步机、健步器、骑马机、滑雪器、健骑机等以及集消除疲劳、

减肥健身为一体的各种按摩机（非电动）、健腹器等；

游艺器材，包括游戏机、插卡式电脑学习机、儿童运动游艺器材等；

棋牌，包括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克郎棋、军棋、跳棋、扑克牌、麻将牌等；

乐器，包括中西乐器、电子乐器、乐器辅助用品及配件，如钢琴、提琴、手风琴、吉他

等；

照相器材，包括摄影用品、暗房用品、修相用品和其他照相器材，如摄影用品，包括照

相机、座机、外拍机、胶卷胶片、相纸、放大机、照相镜头、摄像灯具照相零配件及其他摄

影用品，上光机、反拍机、翻版机、冲片机等，修相油、上光用品、修底版用具等，洗相药

品，如显影液、定影液等，不包括Ｘ光胶片和工业胶片（统计在“化工材料及制品类”）。

10） 书报杂志类：指各种以纸介质形态出版发行的中外文的书籍、工具书、课本、教

材、图片、报纸和杂志等。

11） 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指电子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其中，电子出版物，指以数字方式将图文音像等信息编辑加工后存储在磁、光、电介质

上，通过计算机或者具有类似功能的设备读取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化，

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媒体形态包括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

交互式光盘（CD-Ｉ）、照片光盘（PHOTO-ROM）、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集

成电路卡（IC CARD）及其他媒体形态；

音像制品，指各种磁、光、电介质的录音、录像的磁带、光盘（CD、LD、VCD、DVD）

等，包括各种空白的录音带、录像带、光盘。

12）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指洗涤电器、制冷电器、清洁电器、小家电、家用厨房

电器具、家用保健电器和各类音像器材等。

其中，洗涤电器，包括洗衣机、甩干机等；

制冷电器，包括电冰箱、电冰柜、房间空调器等；

清洁电器，包括吸尘器、加湿器、空气净化器等；

小家电，包括电熨斗、电风扇、电淋浴器（包括浴霸）、节能热水器等；

家用厨房电器具，包括食品加工机、抽排油烟机、微波炉、电饭堡、电烤箱、洗碗机、

消毒柜等；

家用保健电器，包括电取暖器、电动按摩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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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像器材，包括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收音机、幻灯机、组合音响、影碟

机（LD、CD、VCD、DVD 等）、专业音响器材、专业声像器材以及配件等，不包括照相器

材及用具（统计在“体育、娱乐用品类”）。

13） 中西药品类：指人用各种中西药品、中药材以及各种小型医疗用品、敷料，不包

括医疗用的各种大型设备，如 CT 机、核磁共振器等，和兽用的各种药品、医疗器材（统计

在“其他类”）。

西药类：指以化学物质为原料根据药典或处方生产的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体的疾病，

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化学药品制剂、放

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但不包括化学试剂（统计在“化工材料及制

品类”）。

中草药及中成药类：指以天然的活性物质群为原料，根据中医药典或处方生产或配置，

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

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

其中，中药材，指在自然界中天然生长或人工种植、养殖、采掘的可用于加工中药饮片

和中成药的物质，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等；

中药饮片，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用于预防、治疗人体

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中成药，指以中药材（包括各种药用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根据药典或处方生产的

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

制剂，包括各种剂型（丸、散、膏、丹、胶、药酒、露、冲剂及改良剂型）的中成药。

14） 文化办公用品类：指学习用品、办公用品和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

其中，学习和办公用品，包括学习和办公用的纸张、本册、打字机、油印机、速印机、

复印机、计算器、快译通、电子笔记本、算盘、文具、普通测绘仪器、印刷材料以及教学用

的设备、器材、标本、模型等；

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包括 CPU 在 80186 以上的大、中、小、微型、便携式电子计算

机（包括多媒体计算机）和计算机的辅助设备，如服务器、打印机、扫描仪、不间断电源、

多媒体配件、专用设备和零配件，计算机用键盘、鼠标、网卡、U 盘、内存条、软盘、磁带、

打印机用纸、色带、墨盒、硒鼓等，不包括单板机、插卡式电脑学习机（统计在“体育、娱

乐用品类”），也不包括各种电子计算机软件（统计在“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类”，随机

附赠品除外）。

15） 家具类：指用木材、金属、塑料、藤、竹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供人们生活、学习、

工作、休息用的各种普通家具和具有特定用途的专用家具，包括家用就寝、就餐、起居、书

房使用的床、柜、箱、架、沙发、桌、椅、凳、茶几、屏风，以及成套或组合家具，也包括

医院、学校、图书馆、旅游、办公等专用的办公桌椅、文件柜、书柜等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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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通讯器材类：指有线、无线通讯使用的各种器材和设备，包括电话机（普通电话

机、无绳电话机、移动电话、小灵通等）、对讲机、寻呼机、传真机等以及配套产品。

17）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指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和各

种办公或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等。

其中，非金属矿采选成品，包括土砂石矿品、耐火土石开采及其初加工品、工艺美术品

用非金属矿、石棉、工业原料用云母、石墨、石膏、工业原料滑石、滑石粉、金刚石、水晶、

冰洲石、次土、膨润士及其初加工品、长石、叶腊石、蛭石、硅线石、凹凸奉石、海泡石、

浮石、沸石、珍珠岩、霞石正方岩、刚玉、硅藻石、硅石灰石等；

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包括水泥、无熟料水泥、水泥熟料、水泥混凝土制品、

水泥预制构件、纤维增强水泥制品、砖、瓦、建筑砌砖、石灰、轻质建筑材料、建筑用石材

加工品、建筑防水材料、建筑保温材料、建筑用玻璃制品、平板玻璃、压延玻璃、磨砂玻璃、

喷花玻璃、中空玻璃、热反射玻璃、吸热玻璃、玻璃砖、泡沫玻璃、工业技术玻璃、特种玻

璃、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石英玻璃及其制品、光学玻璃、玻璃仪器、绝缘玻璃、玻璃保温容

器（不包括日用玻璃保温容器，统计在“日用百货类”）、普通陶瓷制品（不包括陶瓷餐具，

统计在“日用品类”）、工业陶瓷、高压绝缘子、低压绝缘子耐火材料制品、玻璃窑专用耐

火材料、石墨及碳素制品、碳化纤维、石墨热交换器。石棉制品、云母制品、磨料和磨具、

铸石、化学石膏、人造水晶、合成云母、人造金刚石、晶体材料、晶体镀膜材料等；

办公和家庭用的室内装饰材料，包括地板、地板革、墙纸、墙布、涂料、乳胶漆及各种

装饰用具等，但不包括家具（统计在“家具类”）、清洁电器和家用厨房电器具（统计在“家

用电器和音响器材类”）。

18） 汽车类：指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四个或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无架线的车辆及其零

配件，包括汽车、汽车底盘和汽车配件等。

其中，汽车包括载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汽车、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轿车等。

19） 石油及制品类：包括原油、炼厂气体、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工业燃料、

溶剂油、润滑油、石蜡、地腊、专用腊、凡士林、洗涤剂原料、石油腊类、石油沥青、标准

油、白色油、软麻油、原料油、润滑脂、石油酸、石油皂、液化石油气等。

20） 煤炭及制品类：包括原煤、煤炭和煤制品，如洗煤、筛选块煤、筛选混煤及混末

煤、焦炭、石油焦、半焦、煤饼（块）、煤球等。

21） 木材及制品类：指木、竹采伐产品和木材、竹非生活制品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

按批发计算。

其中，木、竹采伐产品，包括原木、小规模木材、薪炭木材、毛竹、篙竹等；

木材、竹非生活制品，包括锯材、板材、人造板、木材防腐制品，木、竹工业、建筑业

用品，藤、棕、柳条工业制品等。

22） 化工材料及制品类：指化学矿采选品、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等。此类



21

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化学矿采选品，包括硫铁矿、磷矿、硼矿、钾矿、天然硫磺、钙芒硝矿、芒硝矿、

蛇纹矿、天然矿、重晶石、督重石、天青石、雄黄石、明矾石等；

化工产品，不包括日用化工产品（统计在“日用品类”或“化妆品类”），包括无机化

学品、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有机化学品、颜料、染料、催化剂、助剂、添加剂、粘合剂、

高分子聚合物、信息用化学品、化学试剂、X 光胶片、工业用胶片等；

橡胶制品，不包括日用橡胶制品（统计在“日用品类”），包括如橡胶运输带、橡胶类

传输带、橡胶三角带、橡胶风扇带、橡胶胶管、再生胶、橡胶导风管、橡胶浮筒、橡胶杂品、

乳胶制品、橡胶密封制品、特种橡胶制品、软胶壳、微孔橡胶隔板、胶绳、胶筋、胶液、密

封腻子等；

塑料制品，不包括日用塑料制品（统计在“日用品类”），包括塑料薄膜、塑料板材、

塑料管、塑料棒、塑料异型材、塑料丝、塑料人造革、塑料合成革、泡沫塑料、塑料工业配

件、塑料包装箱及容器等塑料原料。

化肥类：指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肥（统计在“日用品类”）。

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氮肥，包括液氮、尿素、硝酸铵、氯化铵、硫酸铵、氨水等；

磷肥，包括重过磷酸钙、普通过磷酸钙等；

钾肥，包括氯化钾、硫酸钾、窑灰钾、钾镁肥等；

复合肥，包括氮磷肥、氮钾肥、磷钾肥、氮磷钾肥、硝酸磷、氮钾混合肥、铵磷钾、磷

酸铵等。不包括磷矿粉肥和“土法”生产的各种化学肥料，如硫磺脚渣提炼的硫磺铵、硝酸

钾、土制过磷酸钙和磷酸钾，也不包括微量元素的化学肥料（如钾酸铵）。

23） 金属材料类：指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有色金属矿采

选产品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其中，黑色金属矿采选品，包括铁矿石原矿、铁矿石成品矿、人造富铁矿、锰矿石原矿、

锰矿石成品矿、人造富锰矿、铬矿石原矿、铬矿石成品矿等；

黑色金属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包括钢、生铁、铁合金、钢材、钢坯、钎子钢、轧制钢球、

重熔钢、炼铁副产品、球墨铸铁、金属化球团、海棉铁、钒渣和粗末冶金原料、钢板网等；

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重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轻有色金属矿采选产品、贵金属矿

采选产品、稀有金属矿采选产品等；

有色金属矿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包括有色金属矿冶炼产品、轻有色金属矿冶炼产品、稀

土金属冶炼产品。稀散金属及半金属冶炼产品、高纯及超纯有色金属、重有色金属合金、硬

质合金、稀有稀土金属合金、稀有放射性金属冶炼产品、重有色金属加工材、双金属材、轻

有色金属加工材、贵金属加工材、稀有金属加工材、有色金属加工材、半导体材料等。

24） 机电产品及设备类：指普通机械、交通运输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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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等。

其中，普通机械，包括锅炉及原动机、金属加工机械、通用机械、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工业专用设备、建筑工程机械、钻探机械等；

交通运输机械，包括铁路运输设备、飞行器、工矿设备、船舶及其辅机、摩托车，不包

括汽车、汽车底盘及汽车配件（统计在“汽车类”）；

电器机械及器材，包括电机、输变电设备、电工器材等；

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包括雷达和无线电导航设备、通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电子原

件、电子器件、仪器仪表、计量标准仪具及量具、衡器，不包括家用电脑机及其各种配套产

品（统计在“文化办公用品类”）、电话机、移动电话、BP 机等（统计在“通讯器材类”），

也不包括家用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等（统计在“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农机类：指各种农林牧渔业机械。包括农机具、农药具、农用车、农用动力机械等，如

拖拉机、收割机、机引犁、机引耙、机引播种机、机动三轮车、拖车、机动植保机械、机动

畜牧机械、机动脱粒机、内燃发动机组、水泵、喷灌机；以及各种零配件，如电动机、柴油

机、手推车车轮等。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5） 种子饲料类：指各种农业或公共园艺使用的种子、种苗和饲养牲畜的草料、杂粮、

杂豆等，不包括家庭使用的花种、种苗等，以及人们以娱乐、休闲为目的而饲养各种动物的

从专门商店购买的宠物食品（统计在“其他类”）。此类商品销售一律按批发计算。

26） 棉麻类：指棉麻产品、蚕茧等。

其中，棉，包括籽棉、细绒棉、长绒棉、絮棉、棉短绒；

麻，包括黄麻、红麻、芒麻、大麻、亚麻、剑麻；

蚕茧，包括桑蚕茧、柞蚕茧、蓖蚕茧和其他蚕茧等。

27） 其他类：指以上未包括的商品类别，如大型医疗器材，文物、古董、邮票、硬币、

现代绘画作品，土特产品和畜产品、禽畜或宠物用的药品、宠物食品、花鸟鱼虫，消防器材

及设施，废旧物资等。其中，畜产品包括各种牛皮、羊皮、猪皮及其他动物皮革，以及种畜、

幼畜、幼禽绒毛、羽毛、鬃毛、肠衣等。

28） 农产品：包括粮油、肉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豆制品、休闲食品、滋补食

品、调味品、奶类、茶叶等。

4. 按服务类分电子商务交易情况：

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指报告期内，针对各项服务进行电子商务交易产生的总金额，由

个人销售及企业销售两部分交易额构成。服务分类指根据提供服务的主要用途和性质所进行

的分类。

1） 餐饮服务：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

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企业，如正餐服务、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餐饮配送

服务、外卖送餐服务等，包括互联网订餐平台。



23

2） 住宿服务：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或住宿、饮食、商务、娱乐一体的服务企业，

如旅游饭店、一般旅馆、民宿服务等，包括互联网酒店住宿平台。

3） 旅游服务：包括旅游游览服务、旅游娱乐服务和综合旅游服务，如公园景区服务、

体育旅游服务、室内娱乐服务、游乐园、休闲观光活动等及为社会各界提供商务、组团和散

客旅游的服务，包括互联网旅游平台。

4） 教育培训服务：进行学前、初等、中等、高等、特殊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等教育服

务的企业，包括互联网教育培训平台。

5） 医疗健康养老服务：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其他健康服务和养老服务。其中医疗卫生

服务指在各类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的活动；其他健康服务包括互联网医疗服务、健康

咨询服务、健康体检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精神康复服务、中医保健服务等；养老服务指机

构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养老咨询服务等。

6） 文化体育服务：包括文化服务和体育服务。其中文化服务指的是新闻出版服务、广

播影视服务、居民广播电视传输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数字文化服务等，体育服务包含体育

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体育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服务、体育场地设施服务、体育健康服务、

体育彩票服务等。

7） 居民生活服务：包括家庭、托儿所、洗染、理发及美容、洗浴和保健养生、婚姻服

务、殡葬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居民用品及设备修理、宠物服务、居民安全保护服务、搬家

服务、家装服务等。

8） 交通邮政服务：包括铁路出行、道路出行、水上出行、航空出行、汽车租赁、公共

电汽车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含网约车）、居民公共自行车（共享单车）以及物流

快递等。

9） 电信服务：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

文字、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包括固定电信服务、移动电信服务等。

10） 居民住房服务：包括居民房地产经营开发、物业管理、房屋中介、房屋租赁、长

期公寓租赁等。

11） 其他服务：指以上未包括的服务类别。

5. 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地区情况：

1） 卖方电子商务交易额：卖方为某地区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2） 买方电子商务交易额：买方为某地区的电子商务交易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