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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 2019》

显示，印尼数字经济规模在 2019

年达到 400亿美元，较上年同比

增长 48%，在东南亚数字经济市

场占比高达约 41%。预计到 2025

年，印尼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

133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吸

引了大量中国资本入驻。加之印

尼通讯和信息技术部部长鲁迪安

达拉曾表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

发展成效显著，希望中国与印尼

加强数字经济领域投资与合作。

由此，深入探讨双方数字经济投

资合作的现实基础与面临障碍，

并提出升级策略，是进一步深化

两国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重要环

节。

一、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

投资合作概况

（一）合作领域较为多元

近几年，印尼数字经济发展

迅速，且市场潜力巨大，是东南亚

地区最大经济体。为抢占东南亚

数字经济市场，中国数字型企业

巨头纷纷布局印尼数字经济领

域。截至到 2020 年初，中国与印

尼已在电子商务、网约车、软件应

用、在线媒体、在线旅游与互联网

金融等多个数字领域展开合作。

例如，蚂蚁金服与印尼企业开展

了互联网金融领域合作，腾讯与

印尼企业在网约车领域开展合

作，百度与印尼开展了在线旅游

合作（见表 1）。

（二）以电商与软件应用领域

合作为主

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合作主

要集中于电商和软件应用领域。

就电商领域而言，2019 年印尼 10

家头部电商平台中，由中国企业

投资控股或成立的电商企业达到

半数。例如，Tokopedia、Bukalapak

和 Lazada 三家电商平台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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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与印尼数字部分经济投资合作项目概况

中国企业 合作项目

阿里巴巴

1.2015年阿里巴巴与印尼 DOKU签署合作协议，对印尼客户付款情况进行
跟踪，并简化付款流程。

2.2016年阿里巴巴发布了印尼语版全球速卖通；控股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
Lazada，并为其增资 10亿美元，该电商主要市场就是印尼。

3.2018年阿里云在印尼建立第一个云计算中心，2019年建立第二个云计算
中心，计划将在 2021年建成第三个云计算中心。

蚂蚁金服
2018年蚂蚁金服与印尼媒体集团 Emtek共同出资成立印尼版支付宝，2019
年蚂蚁金服参与了印尼消费分期公司 Akulaku的 D轮融资。

腾讯集团

1.2013年与印尼 PT Global Mediacom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致力于将微信推
广到印尼社交媒体市场。

2.2017 年 7 月腾讯集团出资 1.5 亿美元入股印尼外送与叫车服务商
Go-jek，目的是打开东南亚手机终端服务市场。

百度

1.2017年 2月与印尼旅游局开展战略合作，助力印尼在线旅游落户中国。

2.开发了印尼移动应用商店，并与印尼 70%应用开发者达成合作。

3.与印尼本土 70%电商平台达成商业化合作，为其提供流量服务。

京东

京东推出京东印尼站，在坤甸、泗水和雅加达设立了仓库，建立了 Jaya
Ekspres Transindo物流公司。截至到 2019年，京东印尼站覆盖商品品类已
经超过 20个，子品类达 130个以上，已为 2000多万用户提供了服务。

数据来源：根据网页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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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投资；JD.ID则是由

京东与东南亚投行 Provident

Capital共同出资成立，现已在印

尼建成自有仓储物流和客服系

统。并且，阿里巴巴已成为当前印

尼最知名的 B2B 在线零售电商。

就软件应用领域而言，据统计，印

尼下载量前 100的应用中，超过

30%来自中国开发商。应用市场中

占比最高的工具类应用有 50%以

上属于中国开发商旗下产品。在

编辑应用与视频播放应用中，有

50%来自中国。在游戏应用中，印

尼市场下载量排名前 100的游戏

中，中国开发商发行游戏占比为

15%。下载量排名前五的游戏有 3

款来自中国开发商。在动作类游

戏中，中国开发商发行量占比超

过 25%。可见，中国与印尼在软件

应用领域投资合作初具规模。

二、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

投资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中国数字经济基础较为

完善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框架已

扩展到数据价值化、数字化治理、

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数字

经济基础逐步完善。第一，数字经

济规模增长迅猛。以 2016年为基

年来算，截至到 2019 年底，中国

数字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 20%以

上，高于 GDP同期增长率，对经济

发展拉动作用显著。据统计，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就业增长贡献率达到

11.5%，高于同期其他产业就业增

长规模。第二，数字产业内容不断

丰富，模式不断创新。从内容来

看，数字经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

涵盖了数字视听、动漫、游戏等娱

乐产业，并快速向数字化出版和

在线学习等领域拓展。从模式来

看，现已衍生出会员销售、移动增

值、广告、网游和计费等多种商业

模式，极大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

需求。第三，利好政策相继出台。

从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

早在 2012 年就将云计算列入国

家重点工程，并将其写入《“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型产业发展规

划》。此后，中国相继推出诸多数

字经济发展利好政策，并提出“中

国制造 2025”计划，核心就是利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传统制造产

业向智能化制造转型升级。在 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G20 数字

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将数字经

济发展提升成一致的国际行动战

略。综上，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

一定成效，为数字经济企业走出

去奠定良好基础，是中国与印尼

数字开展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有

力保障。

（二）印尼数字经济市场庞大

印尼官方提出要在 2020 年

将数字经济发展成国内主要经济

支柱，使本国发展成为东南亚地

区最大数字经济体。现阶段，印尼

数字经济市场主要涉及在线旅

游、在线媒体、应用和游戏市场、

在线零售电商等领域。其中，社交

软件应用与移动端消费为中国资

本进驻印尼数字经济市场带来较

大机遇。第一，社交软件应用市场

庞大。印尼是社交软件大国，被称

为世界社交媒体之都。在社交软

件用户数方面，根据 WeAreSocial

调研报告显示，印尼社交软件活

跃用户数为 1.5亿人，在总人口

中占比达 56%；其中移动社交软

件用户数为 1.3亿人，在总人数

中占比为 48%。在社交软件使用

时长方面，印尼社交软件人均每

天的使用时长为 3小时 26 分，超

过多数国家社交软件使用时长。

这为中国企业创造了较为良好的

投资环境，是中国与印尼开展软

件通信领域数字经济合作的有力

推手。第二，印尼移动端消费占比

较高。据中国贸促会发布数据，超

过 50%印尼网民表示自己会频繁

使用平板、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

进行网购。这意味着大多印尼网

民只会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进行

网络购物。这种高比例的移动端

消费为印尼推广电子商务带来较

大便利性，为中国电商进驻印尼

市场奠定了良好市场基础。中国

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京东纷纷入

驻印尼电商市场，助推中国与印

尼电商合作。据跨境电商网报道，

Lazada 于 2020 年 7 月推出海外

仓出口政策，对所有中国商家在

印尼海外仓的商品均免收仓储

费，以此助力中国中小企业拓销

印尼市场。

三、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

投资合作面临的障碍

（一）印尼数字基础设施滞后

现阶段，印尼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难以满足数字经济发

展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印尼信息

通讯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据相关

数据显示，印尼约 23 万所学校

中，有 9万余所学校尚未普及互

联网；在 1万多所乡村医院中，有

4千多所没有普及互联网。CDN服

务商 Akamai表示，尽管印尼 2019

年的移动互联网平均连接速度已

跨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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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10.53Mbps，但同其他东盟

国家相比仍较为缓慢。落后的通

讯和信息基础设施不仅限制了印

尼电商在线交易活跃度，还对中

印信息与贸易互联互通产生较大

阻碍。另一方面，印尼数字支付普

及率低。当前，许多印尼消费者对

线上支付仍较为谨慎，依然沿用

货到付款方式。据谷歌公布的相

关数据显示，印尼使用数字支付

服务的互联网用户不足 50%。数

字支付普及率较低限制了订阅音

乐、游戏等数字商品的增长，货到

付款的消费模式导致企业成本和

取消订单比例大幅增加，极大制

约着中国电商企业在印尼投资。

（二）印尼网络安全管控滞后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

风险报告（2020）》中明确指出，目

前全球面临五大风险，其中之一

便是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加大。现

阶段，印尼仍是全球网络信息最

不安全的国家之一。据印尼通讯

与信息科技部年终报告显示，近

年来印尼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已

超过 120万起，严重程度位列全

球第一。网络攻击事件频发，反映

出印尼在网络安全管控方面仍面

临巨大挑战。印尼较为严峻的网

络安全形势将对中印数字经济投

资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中国数字

企业在印尼的经营活动也面临盗

版猖獗、黑客蓄意攻击等挑战。同

时，印尼国内的数字经济活动秩

序会因恶化的网络安全形势而遭

到一定程度破坏，进而导致中印

数字经济企业难以在良好的网络

信息环境下开展合作。

（三）印尼物流问题突出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

印尼包裹递送数量呈现出大幅上

涨态势。然而，印尼仍面临较为突

出的物流问题。一方面，物流效率

十分低下。由表 2可知，2019年印

尼的物流绩效指数为 3.17 分，在

东南亚地区排名第五，位于新加

坡、泰国、越南以及马来西亚之

后，世界排名仅为 46。作为世界

银行发布的权威指标，物流绩效

指数能够客观反映出印尼当前较

为落后的物流发展水平。其主要

原因在于印尼岛屿众多，且当地

港口和道路等物流基础设施不够

完善。物流效率低下极大增加了

中国电商企业物流配送的成本和

难度，影响产品的及时交付。另一

方面，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据世界

银行统计，物流成本在印尼国内

生产总值所占比例高达 25%，是

东盟各国中最高的国家。据印尼

商会统计，从印尼爪哇岛运输一

个集装箱到加里曼丹岛或苏门答

腊岛的运费要比从中国内地到印

尼的运费高出数百美元。可见，物

流成本较高已成为中国电商企业

赴印尼投资面临的重要挑战之

一。

（四）双方数字治理政策存在

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强有力

的政策法规与规则体系，特别是

在跨境数字贸易与服务领域。然

而，现阶段，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速

度远超于各国相关政策法规的制

定速度，数字经济治理尚处在各

方博弈的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在

消费者隐私、跨境税收监管、数据

流动及数字货币监管等领域的政

策制定存在一定差异，对中印深

化数字经济合作带来较大的阻碍

作用。例如，在数字货币监管方

面，中国央行明确指出比特币作

为一种特定虚拟商品，不具有与

货币相同的法律地位，禁止支付

机构及金融机构开展与比特币相

关的业务；而印尼期货交易所监

管委员会于 2019 年出台相关法

规，正式将数字货币交易合法化，

只需在进行数字货币交易前签署

风险评估规定即可。

四、中国与印尼数字经济投

资合作的推进策略

（一）共建数字基础设施，推

动中印互联互通

印尼在《国民经济 15 年中期

建设规划（2011—2025）》中明确

提出，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实现互联互通的重点领域。未来

一段时间内，印尼在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有巨大需求。因此，中

国政府和数字企业应抓住发展机

表 2 2019年东南亚国家物流绩效指数

国家 排名
物流绩

效指数

单项评分

基础

设施

物流

能力
时效性 海关

物流

追踪

国际

货运

新加坡 7 4.03 4.08 4.14 4.36 3.91 4.09 3.62

泰国 31 3.43 3.16 3.43 3.84 3.16 3.49 3.48

越南 38 3.29 3.03 3.41 3.69 2.97 3.48 3.18

马来西亚 40 3.24 3.17 3.33 3.48 2.93 3.18 3.37

印尼 46 3.17 2.92 3.11 3.69 2.68 3.32 3.26

数据来源：2019年《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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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广泛参与到印尼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中。第一，中国企业应强化

两国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

联网以及 5G 等数字基础设施领

域合作，以 BOT或 PPP 模式对印

尼电信运营商投资，或作为设备

与项目技术提供商，积极参与印

尼通信建设。第二，中国可与印尼

共建有线电视线、光纤光缆以及

人造卫星等网络设施，提供中继

器、路由器以及其他控制传输路

径的硬件设备，促进印尼网络全

覆盖、高速率和智能化发展。第

三，中国政府可充分利用政策性

银行、商业性银行、国际多边金融

机构、专项贷款及合作基金，例如

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印尼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灵活多样的资

金支持。

（二）强化信息安全保障合

作，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广泛性

和复杂性决定了中印开展信息安

全保障合作的必要性。加强两国

网络安全合作，已成为双方深化

数字经济投资合作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印尼近年来频繁遭受

网络攻击事件，面临极其严峻的

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形势。而中国

在进入数字治理时代后，已形成

较为成熟的数字治理模式，在信

息安全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等方

面取得长足进步。因此，中国政

府、数字企业可通过举办研讨会

和培训会议、派遣专家等方式，围

绕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无线电频

率、电子政务建设等方面，与印尼

政府开展深入讨论，共享信息安

全管控经验。同时，中国政府可设

立网络安全建设基金，用于支持

中印开展信息安全合作，深化两

国在网络安全技术研发、人才培

养及信息共享等领域的合作，有

效应对双方合作中的网络安全风

险。

（三）推动“跨境电商 + 海外

仓”模式，加强与印尼物流企业间

的合作

一方面，加快推动“跨境电商

+海外仓”模式。针对印尼物流效

率低下、成本高的问题，中国政府

部门应联合跨境电商企业与大型

物流企业，在印尼境内设立功能

设施齐全的公共海外仓。例如，浙

江省支持具备实力的企业在跨境

电商主要出口市场建设海外仓，

充分利用“跨境电商 +海外仓”的

发展模式，突破了以往常见的 OEM

贴牌加工模式，形成了较强的市

场竞争优势。因此，相关部门可大

力推广浙江模式，鼓励和引导中

国企业在印尼积极布局公共海外

仓，以不断降低物流成本。另一方

面，强化与印尼本土物流企业之

间的战略合作。考虑到物流体系

建设具有时效性差、资金投入大

等特点，中国企业应兼顾效益与

成本，与印尼境内具有较强实力

的物流供应商开展战略合作，充

分利用当地物流企业较为完善的

物流网络，为开拓市场和提升市

场竞争力奠定良好基础。

（四）共同推进数字治理，强

化数字化战略与相关政策对接

数字经济的流动性与跨国性

要求中印开展更多协商对话，加

快双方数字化战略与相关政策对

接，深挖数字经济合作进程中的

利益契合点。一方面，构建双边数

字经济合作交流机制。我国可将

WTO现有协定及框架作为基础，充

分利用互联网治理论坛、G20 峰

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等平台，以电子认证、无纸化贸

易以及跨境电商便利化为主要内

容，强化与印尼在数字治理领域

的对话与交流。双边要协商构建

统一明晰的数据使用规则和数据

标准，共同制定数字治理规则、监

管政策、跨境税收政策及跨境数

据交流政策。另一方面，中印两国

政府应构建数字经济政府间协调

机构，主要负责承担双方信息共

享、数字人才培养、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数字标准制定等职能，进一

步推进中印跨境电商产品、互联

网和物流技术规范等关键标准体

系的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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