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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等技术手段在农村地区的逐渐普及是否有助于减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

本文运用一项在 2019 年针对返乡创业者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

响。研究发现，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

成立，说明电子商务的使用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但又产生了返乡创业者群体之间的“数字鸿

沟”。进一步地，电子商务可以通过增强信息获取优势，扩展市场性关系网络和风险承担能力来提升返乡创

业绩效。另外，电子商务对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型及以上规模企业以及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企业的经

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相关部门应继续鼓励互联网技术创新，扩大中西部农村的互联

网普及率，加强对小微企业的电商培训力度，这将有助于减少不同创业者群体、地区、企业和行业之间的

“数字鸿沟”。  

关键词：返乡创业；电子商务；虚拟社会网络；数字鸿沟；创业绩效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普及，尤其是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推动，

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被广泛应用到农村和农民的创业活动中。2015 年以来，中央多个部委先后二

十余次出台电子商务相关政策，特别强调农村“互联网+”的重要性，鼓励农村电子商务示范村建

设，发展农村电商经营主体。很多地方政府将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着力点，积极推动

传统产业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互联网公司纷纷在农村布局电子商务战略，

为农民提供便利的销售网络。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 2.22 亿，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38.4%
①，淘宝村数量达 3202 个，淘宝村网店年销售额超过 2200 亿元，带动就业机会数量超过

180 万个②。同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③。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9 年 6 月，全国有 341 个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地区，

返乡创业人员已超过 800 万人，带动约 3000 万人就业④。最近的调查报告发现，返乡创业者已经

占到所有县域创业者的一半。⑤相对于本地农民而言，外出打工返乡的农民往往具有更高的人力资

本并积累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他们的回归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投资和消费 [1]。而外出农民工返乡创

业促使人才、技术和资金回流到农村，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城乡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具有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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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在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是否确实意味着中国城乡之间的“数字鸿

沟”①正在逐步缩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考察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模式的出现

是否会给农村地区和农民创业者带来显著的经营绩效的增长。现有有关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于农村

和农民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已经比较丰富，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

使用对于农民和农民工创业机会和创业可能性的影响，比如杨学儒和邹宝玲对广东省 255 个新生代

农民工的研究发现，互联网所具有的交往便捷性和成本低的优势有效扩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

络，从而提高了社会资本对创业机会识别的正向作用[3]。赵羚雅对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

分析发现，使用电脑和手机上网都可以提高对农民创业的概率，并且对男性、中年以及低学历的农

民的边际效应更大 [4]。张剑等利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和

互联网的使用都能显著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可能性，而且这两者存在替代效应 [5]。二是以“淘宝

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创业集聚形态的形成以及影响这种创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比如，曾亿武

和郭红东对广东军埔村的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协会在淘宝村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在强

化集群的外部经济、规避恶性竞争、增强市场地位、吸收外部资源等方面 [6]。梁强等对军埔村的个

案研究发现，创业集聚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比如创造创业条件,提高创业能力,激发创业动机,扶持

创业活动等 [7]。周应恒和刘常瑜对江苏省颜集镇"淘宝村"的分析发现，外部市场环境因素如全球市

场走势影响着电商创业集聚状态[8]。 

总结而言，尽管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对于互联网信息科技在农村地区的使用和创业活动之间的关

系做了研究，但这些文献大多关注宏观和中观的地区互联网和电商环境对于农民创业可能性的影响。

然而宏观的电商环境只是为农民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电商基础环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创业者本

人的电子商务技能，更不能直接转变为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绩效。而返乡创业者创业绩效的好坏直接

关系到农村地区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对于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研究

基本上还停留在对于第一道“数字鸿沟”的关注，而对于不同个体由于电子商务使用程度和能力不

同导致的创业者绩效差异的第二道“数字鸿沟” [9]缺乏关注。其次，电子商务作为一种以互联网技

术为基础的新兴商业手段，是如何赋能于返乡创业者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深入解释。现有

的文献大多是从现实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视角去分析的[10]，但是对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的使用

如何拓展了创业者的现实和虚拟社会网络进而影响创业结果的过程机制缺乏分析。再次，对于农村

地区电子商务的研究大多是以“淘宝村”为案例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为主，而缺乏基于大规模调

查基础上的电子商务技能对于返乡创业绩效因果关系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采用一项 2019 年在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采集的企业和创业者层面的数据研究了

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者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电子商务的使用显著提

高了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说明互联网信息科技在农村的使用可以减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

鸿沟”，但又产生了由于互联网使用程度和能力不同导致的返乡创业者之间的“数字鸿沟”。在使用

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匹配法以及各类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

本文从政策信息获取、市场性关系网络和风险承担能力三个角度讨论了电子商务影响返乡创业绩效

差异的机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电子商务对中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企业、小微企业以及从事日常

消费类的企业的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有关互联网的“社会补偿效应论”和“强

化论”[11]在返乡创业群体的应用。目前对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于创业绩效的影响主要应用的是社

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但是对于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对于返乡创业者这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的社

会网络的影响缺乏分析。以往关于该群体创业活动的文献主要讨论打工经历对创业决策、创业过程

                                                   

①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技术在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和人群中的不平衡发展及使用导致的经济社会结

果的差异称为“数字鸿沟”，参见
[2]
。 



和结果的影响 [12]，但对创业后的实际经营绩效及其与电子商务之间的关系缺少研究。第二，本文拓

展了数字鸿沟现象的应用范畴。数字鸿沟现象不仅仅是国家、行业、企业、家庭、学校由于信息技

术的可及性程度不同导致的发展差异[2]。数字鸿沟也可能出现在由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使用程度和能

力不同导致绩效差异的创业者群体之间。第三，本文识别了电子商务为表现形式的互联网虚拟社会

网络影响返乡创业者创业绩效的三个中间机制：政策信息获取、市场性社会网络以及风险承担能力。

本文通过全国有代表性的返乡创业者调研数据，利用多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上述因果关系

和影响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理论上分析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如

何影响的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介绍研究设计工作；第四部分报告数据分析结果；最后，

对本文的研究发现和学术贡献进行总结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电子商务和返乡创业绩效 

电子商务（E-commerce）是一种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展开的电子化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的活动，

是传统商业活动的电子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反映了信息技术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融合进入到更高阶

段[13]。电子商务构建了一个具有交易和社交双重属性的在线平台，使买方、卖方和中介得以跨越时

空的限制进行连接，在虚拟信息平台上展示和传递商业信息，进行充分的交易和便捷的支付。因此，

电子商务对于返乡创业者绩效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电子商务的使用大大拓宽了市场范

围，减少了市场交易中的中间环节，提高了交易效率，减少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因此可以增加返乡

创业者的创业收入。其次，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对于返乡创业者的显著作用主要在于互

联网技术的普及大大拓展了创业者的总体社会资本。“社会补偿效应论”和“强化论”认为，虚拟

社会网络的构建不会对现实社会网络形成替代和削弱效应。虚拟社会网络可以大大拓展使用者的社

会连接，特别是增强承担“结构洞”功能的弱连接。虚拟社会网络具有跟现实社会网络同质的社会

资本功能[14]，也可以促成线上线下社会关系的转化 [11]。根据此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基于互联网的具

有社交属性的电子商务的使用可以扩大和增强返乡创业者的总体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具有信息和资源共享的功能，因而其对所属成员而言是一种重要

的公共品 
[15]。在发展中国家和正式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社会网络还承担着重要的风险分担的

功能[16, 17]。一些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互联网及电子商务活动和创业绩效的关系。吴春雅等基于江西省

“淘宝村”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虚拟社会网络和现实社会网络都能显著促进电商农民的创业绩效，

而且虚拟社会网络的影响作用更大；Amorós 等对于墨西哥 San Luis Potosí地区的问卷数据证实互联

网使用对于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和雇员成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18]。彭瑞梅、邢小强通过中国 8 个淘宝

村的案例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引入给当地居民提供了收入增加和致富的机会 [19]。王金杰等利用中

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评估了电子商务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影响，发现县域电商环

境对农村居民的创业选择及其创业投资和雇佣规模具有积极作用 [10]。 

总之，电子商务基础环境的发展有利于返乡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学习和采纳电子商务的手段，

这种技术手段的采纳可以大大拓展客户的范围，减少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的采纳增加

了返乡创业者的总体社会资本，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源，提高了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从而促进返乡

创业者的经营业绩。因此，本文假设如下。 

H1  电子商务的使用可以显著提高返乡创业者的创业绩效。  

2.2  政策信息获取的中介作用  

创业警觉（alertness）理论认为，信息总是处于不对称分布的状态，但创业机会却往往是从中

产生的，因而拥有独有信息可以增加创业成功的可能性 [20]。这里的信息，既包括跟创业经营活动直



接相关的产品市场信息、行业信息和客户信息，也包括国家对于相关创业行业和返乡创业者的政策

信息。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国家政策对于创业机会的识别，创业企业的成长都

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返乡创业者对于国家政策信息的把握和理解，特别是有关返乡创业的扶持信

息和优惠政策的了解政策，决定了返乡农民工能在多大程度上享受到“政策红利”。特别是最近几年，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和电子商务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因此对于这些信息的

把握有助于返乡创业者更好的享受在政府补贴、场地租用、技能学习、产品推广等方面的支持。在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电子商务运营模式更多地融合了社交的属性和功能，比如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通

过邀请亲朋好友砍价，淘宝店中的在线客服服务，通过直播互动销售等。这些新技术模式有助于增

强和扩大创业者的虚拟和现实社会资本。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也具备了电子商务销售渠道和功能，

使得创业者能够在经营业务的同时，更好的保持与外界的沟通，获得国家政策的相关信息。此外，

政府和第三方机构也时常提供关于电子商务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培训服务，为使用者搭建在线学习网

络[21]，提供国家对于农村创业者的扶持和优惠措施。王金杰和李启航通过整合 2014 年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具有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双重特征，可

以帮助农民获取更大范围的市场信息与知识，从而减少学历教育和互联网学习对创业的约束，扩大

默会知识对创业的正向效果  [10]。吴春雅等基于江西省电商农民的实证研究发现了虚拟社会网络可

以增加创业者基于社交平台的电商学习，从而促进创业绩效。 

总之，电子商务的应用使得返乡创业者具备了政策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把握国家政策动向，

从而更有可能享受政策福利，促进创业学习，提高创业绩效。故本文提出电子商务和返乡创业绩效

的第一个中介机制假设。 

H2a  电子商务可以增加返乡创业者的政策信息获取优势，进而提高其创业绩效。 

2.3  市场性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  

对于缺乏初始资源的创业者而言，其在创业准备阶段往往通过以亲友为核心的社会性关系网络

来获取资源[22]。然而，更深入的创业活动对资源的规模和异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因而创业者需要

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这使得与商业合作伙伴建立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变得

异常重要[23]。例如，郭红东和丁高洁对 445 个农村创业者的研究发现，除了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性

关系网络外，创业者在商业活动中建立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6]。随着互

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快速普及，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显著增强。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组成的

传统社会网络，基于兴趣、职业、价值观等纽带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陆续出现 [24]。对于农村地区的

创业者而言，使用电子商务将拓展市场性网络的时空边界。从事同一行业或者不同行业的商户都可

以在电商平台中讨论与商业活动有关的话题，比如生产、销售、供应、售后服务等问题。在线沟通

过程可以为农村创业者结识非本地的企业家同行提供机会，获取异质性商业信息，识别商业机会，

开展业务合作。刘杰和郑风田针对中国“淘宝村”的案例研究指出，无论是基于血缘纽带的社会网

络还是基于商业契约的社会网络，都对农村居民的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 [25]。此外，返乡创业者的

社会网络具有“内缩”和“外扩”的特征，即外出务工经历使该群体在家乡地的社会网络受到削弱，

但在外地的社会网络得到扩展 [12]。因此，电子商务对拓展返乡创业者社会网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

场网络而非亲属网络。这将促进返乡创业者与同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进而对企业的经营

绩效发挥正面的效果。故本文提出电子商务与返乡创业绩效的第二个中介机制假设。 

 H2b  电子商务可以拓展返乡创业者的市场性社会网络，从而提高其创业企业绩效。 

2.4  风险承担能力的中介作用  

企业经营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的经济行为 [26]。在环境不确定条件下，由于信息处于不充分和不

对称的状态，并且人类在处理信息时会受到有限理性的限制，行为决策往往受到个体对环境的认知、

信念以及情绪的影响。因此，人们做出创业决策并持续投入资源表明创业者愿意承担经营活动中的



风险。因此，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与创业活动的持续进行存在密切联系。行为金融学研究者所进

行的一系列实验结果表明，随着风险感知的下降，人们对形势的判断趋向乐观，增强自信心，消除

负面情绪，所以做出积极的行为决策的可能性会随之提高 [27]。由于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共享和合

作行为，因而是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担机制 [28]。这种风险分担机制除了可以增强创业者的自信心和乐

观情绪，还可以通过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获取信息、融资、人才、技术、客户等对于创业成功非常重

要的核心资源。  

对于依托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而言，其在缓解返乡创业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更加有效，

因为返乡创业者的城市打工经历使得他们更了解城市居民的消费偏好和生活习惯，交接到在城市中

工作的外地朋友，从而有利于扩展市场性社会网络进，促进更广泛的商业合作行为。因此，具有社

交属性的电子商务对于返乡创业者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获取和风险分担机制，有助于增强其承担

创业风险的信心，提高其对创业收益的预期。这种积极情绪可以提升返乡创业者的信心，使创业者

愿意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带来经营绩效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电子商务与返乡

创业绩效之间的第三个中介机制。 

 H2c  电子商务可以增强返乡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提高创业企业绩效。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以“社会补偿效应论”和“强化论”为基础，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

电子商务活动大大增强了返乡创业者的总体社会资本，可以直接促成创业绩效的提高，同时也通过

政策信息获取、市场网络扩张和风险承担能力三个中间机制提高创业企业的绩效。本文的理论框架

如下图。 

 

 

 

 

 

 

 

 

图 1  本研究理论框架图 

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于 2019 年 1 月—7 月份对中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①的农村企业开展的调查。该中心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

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②作为抽样框，通过全国 15 所高校和科研单位③的在读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到

公布的典型地区进行调查。调查对象的遴选遵循四项原则：第一，剔除调查数据中的非返乡创业样

本；第二，剔除调查问卷中调查问项的缺失样本；第三，剔除调查问卷中的奇异值问卷和调查过程

                                                   
①调查地区不含有天津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②截止到 2017 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三批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名单，试点地区已达 341 个。详见

http://www.sohu.com/a/217216781_747996。  
③学校北京工商大学、安徽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临沂大学、赤峰学院、内蒙古财经大学、南阳师范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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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录音数据过短的问卷；第四，剔除调查区域不符合本次调查要求的问卷，比如调查省份中的省会

城市问卷。调查问卷分为六个模块，覆盖了有关返乡创业者及其企业的详细信息，包括：①创业后

企业发展情况；②返乡创业行为；③返乡创业企业运营情况；④创业后企业发展情况；⑤创业者的

社会资本及培训情况调查；⑥企业主的满意度。 

 本次调查累计发放问卷 6000 份，回收调查问卷 3120 份，有效调查问卷 2139 份，问卷回收率和

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52%和 36%。在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后纳入到分析过程的样本为

2131 家企业。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调查的对象全部是返乡创业者及其创办的企业，在样本的规模和

代表性上都得到了保证。 

3.2  变量说明 

 因变量是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29]，本文采用返乡创业企业在最近一年（2018

年）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作为经营绩效的指标。在本次调查中，这两个变量属于定序层次，其编码

方式为：0=未盈利、1=0-20 万，2=21-40 万，3=41-60 万，4=61-100 万，5=101-300 万，6=301-500

万，7=501-1000 万，8=1000 万以上。 

 自变量是电子商务。多数文献使用阿里巴巴集团构建的电子商务发展指数（a－EDI）来测量县

域层面的电商环境[10]。该指标体系包含 B2B 网商密度、零售商密度、规模以上网店占比、网购密

度、规模以上网购消费者占比等子指标，但其缺陷是无法在微观层面反映创业者使用电子商务的信

息。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含了返乡创业者开设网店的行为信息，因而提高评估电子商务影响的精度。

我们根据“您返乡创业的企业是否有淘宝店或微店”这一问题对电子商务进行测量。该变量为虚拟

变量，选择“是”赋值为 1，选择“否”赋值为 0。 

 中介变量包括以下三个：政策信息获取优势。本次调查中没有涉及创业者获取市场信息的问题，

但是询问了对政府返乡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由于官方部门是政策发布的主体，与普通创业者存在

较大的距离，信息分布的不均衡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因此创业者对于相关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更能

反应出他们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差别，进而影响创业过程。因此，结合数据可提供的信息，我们从返

乡创业者对以下三类直接影响创业绩效的政策的了解程度进行测量，包括：创业扶持政策、创业税

收政策和创业培训政策。由此构建了一个虚拟变量，答案编码方式为：0=三种政策都不了解，1=了

解三种政策中的一种。 

 市场性社会网络。郭红东和丁高洁 [6]从创业者对他们与客户和生意伙伴联系程度、通过客户和

生意伙伴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建立同他人联系程度来测量其市场性关系网络。参考这一处理做法，

我们根据“外地个体私营企业老板的好友人数”这个问题来测量返乡创业者的市场性社会网络。该

连续变量的取值越大，表示返乡创业者的市场性社会网络更大，而且外地的私营企业老板人数能够

反映其社会网络的异质性。  

风险承担能力。国内学者通常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含有的风险厌恶问题直接考察创业者的风

险态度 [30]。本次返乡创业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风险承担能力的主观评价，答案编码方式是：1=非常

强，2=比较强，3=一般，4=不强，5=很不强。对上述答案进行反向调整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反映返

乡创业者风险能力的定序变量，取值范围是[1,5]，数值越大，表示风险承担能力越强。  

 控制变量涵盖了个体、企业和地区三个层次的信息。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10, 12, 21]，个体层

面的控制变量有：创业者的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0=非党员，

1=党员）、婚姻状态（0=无配偶，1=有配偶）、户口性质（0=农业户口，1=非农户口）、子女数量、

同住人数、返乡前的培训经历（0=无，1=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企业规模（员工数）和企

业新增投资额。此外，我们在地区层面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3.3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报告了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本研究中，返乡创业企业在 2018 年的平均营业收入

超过 60 万元，净利润接近 20 万元。接近 20%的企业开设了网店，说明电子商务在返乡创业活动中



的覆盖率有待提高。在调查的返乡创业者中，超过 40%的人了解扶持政策。返乡创业者的个体私营

企业老板好友人数平均为 12 人左右，表明该群体所拥有的市场性社会网络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返乡

创业者风险承担的平均分为 3.41，风险承担能力高于一般水平。 

 返乡创业者中超过七成为男性，平均年龄为 41 岁，教育程度以高中毕业为主。大约 15%的返乡

创业者是党员，拥有非农户口的比例为 34%。超过九成的返乡创业者都成立了家庭，孩子数量大约

为 1 个，同住的人数接近 4 个。37%的人在外地工作期间接受过创业培训。在企业层面，返乡创业

者雇佣的员工数为 14 人，在 2018 年投入的金额平均为 150 万元。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able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营业收入（2018 年） 3.089 2.243 0 8 2131 

净利润（2018 年） 1.871 1.508 0 8 2131 

电子商务（企业网店） 0.186 0.389 0 1 2131 

政策信息获取优势 0.412 0.492 0 1 2131 

市场性社会网络 12.374 12.135 1 40 2131 

风险承担能力 3.41 0.91 1 5 2131 

性别（1=男性） 0.711 0.453 0 1 2131 

年龄 40.978 8.7 19 72 2131 

婚姻状态（1=有配偶） 0.911 0.285 0 1 2131 

受教育年限 11.691 2.943 0 19 2131 

中共党员 0.148 0.355 0 1 2131 

户口性质（1=非农） 0.337 0.473 0 1 2131 

子女数量 1.505 0.807 0 5 2131 

同住人数 3.884 1.401 1 12 2131 

返乡前接受培训（1=是） 0.372 0.483 0 1 2131 

企业员工数 13.871 33.61 0 400 2131 

初始资金（万元） 149.883 669.39 0 10000 2131 

3.4  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测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为定序变量，因而构建 Ordered Probit 模型估计电子商务对

创业绩效的影响，公式为：  

𝑆𝑎𝑙𝑒𝑠∗ = 𝛽1 ∗ 𝐸𝐶𝑖 + 𝛿1 ∗ 𝑋𝑖 + 휀1   （1） 

𝑃𝑟𝑜𝑓𝑖𝑡𝑠∗ = 𝛽2 ∗ 𝐸𝐶𝑖 + 𝛿2 ∗ 𝑋𝑖 + 휀2 （2） 

 在（1）和（2）式中，𝑆𝑎𝑙𝑒𝑠∗和𝑃𝑟𝑜𝑓𝑖𝑡𝑠∗分别代表作为因变量的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连续型

潜变量(latent variables)，潜变量与实际观测值等级的对应关系如下：  

Sales/Profits=1, 𝜏0 < 𝑆𝑎𝑙𝑒𝑠∗/𝑃𝑟𝑜𝑓𝑖𝑡𝑠∗ < 𝜏1 

Sales/Profits=2, 𝜏1 < 𝑆𝑎𝑙𝑒𝑠∗/𝑃𝑟𝑜𝑓𝑖𝑡𝑠∗ < 𝜏2 

… 

Sales/Profits=8，𝜏7 < 𝑆𝑎𝑙𝑒𝑠∗/𝑃𝑟𝑜𝑓𝑖𝑡𝑠∗ < 𝜏8 



其中的𝜏1, 𝜏2,…, 𝜏7 是 7 个切割点，可以在模型中被估计出来。𝐸𝐶𝑖表示企业是否开设淘宝或者

微店的电子商务模式。此外，𝑋𝑖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主的个体特征、企业的组织特征以及

地区特征三个层次的变量。휀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代表不可观测的因素，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4  数据分析结果 

4.1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的基本结果。表 2 中列（2）和列（4）的因变量分

别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结果显示，企业网店变量的系数分别在 10%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表明使用电子商务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而言，与没有开设网店的返乡创业者相比，

开设网店的创业者的营业收入非零的可能性提高 exp(0.122)-1=13%,净利润非零的可能性提高

exp(0.150)-1=16%。从表 2 的模型 2 来看，开设网店对于企业净利润的提升效果相当于多工作 19 年

和多接受 3.6 年教育对于创业企业绩效提升的结果。因此，这种结果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  

 在控制变量方面，男性创业者创办的企业的营业收入高于女性创业者；返乡人员的年龄越大，

所创办企业的经营绩效更好；返乡创业者的受教育年限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党员对企业

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组建家庭可以提高企业的营业收入，但子女数量越多反而会降低企

业的净利润；返乡人员是否拥有非农户口并不会明显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此外，企业的新增投资

越大、员工越多，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 

表 2  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Tab.2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变量 

因变量：营业收入 因变量：净利润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1） （2） （3） （4）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企业网店  0.122
*
  0.150

**
 

  (0.064)  (0.069) 

男性 0.158
***
 0.163

***
 0.005 0.011 

 (0.050) (0.050) (0.055) (0.055) 

年龄 0.006
**
 0.006

**
 0.007

**
 0.008

**
 

 (0.003) (0.003) (0.003) (0.003) 

受教育年限 0.026
***
 0.025

***
 0.044

***
 0.042

***
 

 (0.009) (0.009) (0.010) (0.010) 

党员 0.047 0.041 0.023 0.016 

 (0.077) (0.077) (0.078) (0.078) 

有配偶 0.225
**
 0.228

**
 0.140 0.144 

 (0.104) (0.104) (0.110) (0.110) 

子女数量 -0.064 -0.063 -0.091** -0.090
**
 

 (0.042) (0.042) (0.044) (0.045) 

非农户口 0.060 0.060 0.048 0.049 

 (0.054) (0.054) (0.058) (0.058) 

同住人数 0.027 0.026 0.028 0.025 

 (0.021) (0.021) (0.021) (0.021) 

接受培训 -0.089
*
 -0.091

*
 -0.091

*
 -0.093

*
 



 (0.049) (0.049) (0.052) (0.052) 

新增投资（对数） 0.096
***
 0.095

***
 0.073

***
 0.072

***
 

 (0.023) (0.023) (0.024) (0.024) 

员工数 0.516
***
 0.511

***
 0.508

***
 0.502

***
 

 (0.029) (0.029) (0.032) (0.033) 

省份 YES YES YES YES 

切割点 略 略 略 略 

N 2131 2131 2131 2131 

Pseudo R
2
 0.117 0.118 0.137 0.138 

 注：***p<0.01,**p<0.05,*p<0.1 

4.2  内生性处理 

 上文实证分析结果初步显示，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并未考虑分析其

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遗漏变量问题，使用电子商务是返乡人员做出的决策，这一决策过程会

受到个体对互联网的了解程度及其重要性认知的影响，还与个人能力有关，但这些因素却难以直接

衡量，从而产生了遗漏变量问题。二是反向因果问题。一方面，创业活动的深入会增加返乡创业者

使用电子商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网费比城市网费更贵，并且互联网接入所需的电脑设备、

购买网店域名、网店日常维护等都是不小的成本，因而经营状况好的企业在使用电子商务方面更有

优势。 

 本文采用“企业是否开设网站”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

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开设网站的企业在观念上接受互联网在商业活动中的应用，并且能够了解甚至

熟练掌握互联网的相关技术，因而很有可能促使其在网上开店；从外生性角度来看，企业网站的功

能大都是宣传和交流信息，很难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即使产生影响，也往往是通过网店这一

渠道来实现。因此，从逻辑上看，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但需要对工具变量的可靠性进行

检验。在表 3 中，Durbin-Wu-Hausman 检验（DWH 检验）用于检验企业网店的内生性，可以在小

于 1%的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也即说明上述变量存在内生性。一阶段估计的 F 值分

别为 166.1 和 159.3，都大于 F 值应大于 10%偏误水平的临界值为 16.38 的标准，表明不存在弱工具

变量问题。 

 本文分别使用了传统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弱工具变量更稳健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  LIML、

异方差条件下更有效的 GMM 等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无论采取哪种方法，网店对企业的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的效应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没有发生变化，这支持了从基准回归结果中

获得的研究发现，再次证实了电子商务有助于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  

表 3  内生性处理：工具变量  

Tab.3  Endogenous proces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因变量：营业收入 因变量：净利润 

2SLS LIML GMM 2SLS LIML GMM 

企业网店 
1.839

***
 

(0.362) 

1.839
***
 

(0.308) 

1.839
***
 

(0.362) 

0.901
***
 

(0.247) 

1.107
***
 

(0.209) 

1.107*** 

(0.2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常数项 
-0.966

***
 

(0.330) 

-0.966
***
 

(0.335) 

-0.966
***
 

(0.330) 

-0.455
**
 

(0.226) 

-0.653
***
 

(0.227) 

-0.653
***
 

(0.238) 

样本量 2131 2137 2137 2130 2137 2137 

R2
 0.329 0.3286 0.3286 0.370 0.3153 0.3153 

DWH Chi
2
/F值 

(p-value) 

36.5501 

(0.000) 
  

20.8411 

(0.000) 
  

一阶段F值 166.1   159.3   

注：
 ***

p<0.01,
**
p<0.05,

*
p<0.1；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态、户口性质、子女数量、同住人数、

返乡前的培训经历、企业员工数和企业初始投资。 

4.3 倾向值匹配 

从事电子商务的返乡创业者并不能满足随机抽样，反而可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样本选择偏差

问题也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对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进行纠正，

验证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是否具有一致性。本文尝试采用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解决上述问题。分析思路如下：第一，将返乡创业者的多个特征浓缩成一个指标，

计算出返乡创业者是否使用电子商务的倾向值；第二，采用四种匹配方法（k 近邻匹配、半径匹配、

核匹配、局部线性匹配）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将倾向值相近的返乡创业者归为一组，同一

组样本具备相似的特征；第三，计算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的经济绩效差异，即平均处理效应（ATT)，

表示使用电子商务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净效应。 

 表 4 报告了针对净利润采用不同匹配方法计算的 PSM 分析结果。ATT 的取值在 0.213 到 0.383

之间，且都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使用电子商务会明显提高返乡创业绩效。因此，表 4 与表 2 的基本

结论一致，即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仍是显

著的。 

表4  倾向值匹配结果  

Tab.4  Propensity values match results 

匹配方法 ATT 标准误 t值 

最近邻元匹配(1:1) 0.383
***
 0.140   2.74 

最近邻元匹配(1:4) 0.299
**
 0.124 2.42 

半径匹配 0.241
**
 0.103 2.34 

核匹配 0.265** 0.102 2.59 

局部线性匹配 0.213
*
 0.133 1.60 

 注：括号内为基于 bootstrap200 次方法获得的标准误差；半径匹配中半径设定为 0.0008；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的宽带分

别为默认宽带 0.06、0.8；
*
、

**
、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且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4.4  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从政策信息获取、市场性关系网络、和风险承担能力三个方面考察电子商务影响返乡创业

绩效的机制。本文首先借鉴了 BARON 和 KENNY
[31]所设计的经典中介机制检验步骤和方法。 

 从信息获取角度来看，电子商务所依托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让返乡创业者接触到更多的与企业经



营有关的市场和国家政策信息，增强识别商业机会的能力，提高商业决策的科学性和成功率。表 5

第(1)~(3)列报告了关于政策信息获取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 2 的因变量是创业者是否了解创业扶持

政策。结果显示，有企业网店的企业主对创业相关的政策信息了解程度更高。在模型 3 中，企业网

店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正，但其系数值相比于模型 1 中的系数有所下降。因此，根据检验中介效应

存在的标准，可以初步判定电子商务可以部分地通过增强创业者的政策信息获取优势来实现企业经

营绩效的提高。H2a 得到支持。 

从市场性社会网络来看，电子商务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平台展开的商业活动，使厂商的交易活动

得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建立一种规模更大、异质性更强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基本功能是分

担风险和获取资源，而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和异质性的增强，社会网络的功能发挥效果更加充分。

表 5 第(4)~(6)列汇报了针对市场性关系网络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 2 的结果显示，企业网店变量显

著为正，表明电子商务可以扩展返乡创业者的市场性社会网络。与模型 1 相比，企业网店变量在模

型 3 仍是在统计上显著，但系数值出现下降，从而表明市场性关系网络是电子商务促进返乡创业企

业绩效的作用渠道。H2b 得到支持。 

从风险承担来看，电子商务增加了返乡创业者的信息获取优势和市场关系网络，从而提高了返

乡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可以承担创业过程中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表 5 第(7)~(9)列报告了

针对风险承担机制的检验结果。模型 2 的因变量是创业者对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的评价。结果表明，

开设了企业网店的返乡创业者对承担风险的能力评价明显高于没有开设企业网店的返乡创业者（但

在 1%的水平上不显著）。更重要的是，比较模型 1 和模型 3 后可以发现，企业网店变量的系数值也

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表明电子商务可以部分地通过增强创业者的风险承担能力来提升企业的经营

绩效。H2c 基本得到验证。 

表 5  中介机制检验  

Tab.5  Mediation mechanism test 

变量 

信息获取优势 市场性关系网络 风险承担 

(1) (2) (3) (4) (5) (6) (7) (8) (9) 

OProbit Probit OProbit OProbit OLS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净利润 
创业政策信

息了解程度 
净利润 净利润 

外地企业

老板好友

数 

净利润 净利润 
风险承

担能力 
净利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企业网店 0.150
**
 0.247

***
 0.143

**
 0.150

**
 2.027

***
 0.138

**
 0.150

**
 0.099 0.146

**
 

 (0.069) (0.077) (0.069) (0.069) (0.717) (0.069) (0.069) (0.062) (0.069) 

创业政策信

息了解程度 

  0.089
*
       

外地企业老

板好友数 

     0.007
***
    

   (0.054)   (0.002)    

风险承担能

力 

        0.049
*
 

         (0.02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略 -2.711
***
 略 略 5.664 略 略 略 略 



  (0.565)   (6.658)     

样本量 2131 2124 2131 2131 2131 2131 2131 2131 2131 

pseudo R2
 0.138 0.105 0.138 — 0.046 — 0.138 0.021 0.138 

 注：
***
p<0.01,

**
p<0.05,

*
p<0.1；控制变量与表3相同 

4.5 异质性分析 

4.5.1 企业规模 电子商务有助于增强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经营风险问题，这

对于风险抵御能力弱的中小企业而言更为重要。例如，已有文献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证实了

电子商务的引入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 [32]。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电子商务对返乡创

业绩效的影响也可能会因企业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别。按照现有文献对农村企业规模的划分办法 [33]，

我们将员工数少于 8 人的企业定义为小微企业，8 人及以上的企业定义为中型及以上企业。表 6 的

第（1）~（2）列结果都是以净利润为因变量。可以发现，企业网店变量的系数仅在中型及以上企

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这说明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确实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但仅

有中型及以上企业可以从电子商务模式中受益更多。  

表 6  电子商务对企业的绩效的异质性影响 

Tab.6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e-commer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注：
***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 

4.5.2  行业属性  尹志超等[34]发现，移动支付在不同行业中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本次调查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对返乡创业企业的行业属性进行了划分，据此可以

设置一个包含三大产业的定类变量（0=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2=第三产业）。描述性统计结果显

示，在 2131 个分析样本中，有 1485 家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接近 70%。在表 6 的第（3）~

（5）列中，企业网店变量的系数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网店可以提高从

事这两类行业的企业的经营绩效，但对从事第三产业行业的企业的作用并不明显。 

4.5.3  企业所在地区  中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仍然非常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首

先反映在新技术的普及程度上。《网宿科技:2018 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在 2018 年互联网

普及率前十名的省市中，仅有处于中部地区的山西位列其中，其余的省市均处于东部地区①。区域

间的互联网数字鸿沟可能会制约电子商务在各地区的引入，进而使电子商务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

存在地区差异。本文将企业样本根据地区属性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样本。表 6 的第（6）~（7）

                                                   
①
数据来源：《网宿：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变量 

分规模 分行业 分地区 

因变量：净利润 因变量：净利润 因变量：净利润 

(1) (2) (3) (4) (5) (6) (7) 

小微企业 中型及以上企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东部 中西部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企业网店 -0.118 0.339
***
 0.350

*
 0.328

**
 -0.002 0.160 0.153

**
 

 (0.105) (0.096) (0.207) (0.129) (0.099) (0.157) (0.07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切割点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样本量 1428 703 197 449 1485 345 1786 

pseudo R2
 0.067 0.079 0.131 0.119 0.143 0.147 0.137 



列的结果是以净利润为因变量，企业网店变量的系数均大于零，但仅在中西部样本中是显著的。因

此，与东部地区相比，电子商务对中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绩效的提升作用强于东部地区。 

4.6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电子商务与返乡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本文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首先，电子商务的主要功能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销售活动。本次调查询问了返乡创业企业

是否有网络销售的行为（0=否，1=是）。表 7 第（1）~（2）列的结果显示，在以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作为因变量的所有模型中，网络销售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

向影响是稳健的。 

    亲友网络是影响农村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 [22]。但针对返乡创业活动的研究对亲属网络的作用持

有不同的观点。有的研究认为，外出务工者在回到家乡创业后会积极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来获取创

业所需的基础资源，进而提高了创业的可能性 [35]。但也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降

低其在家乡地的社会资本，从而对创业决策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 [12]。本文在原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

控制了返乡创业者的亲属网络，探究这一因素是否会影响返乡创业绩效以及电子商务的正向影响是

否仍然存在。结合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我们以“体制内（行政单位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亲友人数”

作为亲友网络的代理变量。表 7 第（3）-（4）列的结果显示，该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因此，在控制了亲属网络因素后，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仍是显著存在的，这

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7  替换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稳健性分析  

Tab.7  Robustness analysis of substitution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 

因变量：营业收入 因变量：净利润 因变量：营业收入 因变量：净利润 

网络销售额作为替代自变量 亲属网络作为控制变量 

(1) (2) (3) (4)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网络销售 0.128
**
 0.140

**
   

 (0.050) (0.055)   

企业网店   0.116
*
 0.145

**
 

   (0.065) (0.069) 

亲友在体制内

工作的人数 

  0.008
***
 0.008

***
 

   (0.003) (0.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 YES YES YES YES 

切割点 略 略 略 略 

样本量 2131 2131 2131 2131 

pseudo R2
 0.118 0.138 0.119 0.139 

 注：
***
p<0.01,

**
p<0.05,

*
p<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与表3相同 

5  结论与讨论 

 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由乡村振兴战略引发的返乡创业热潮为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活力，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本文以返乡



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利用在 2019 年收集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本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返乡创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并且在考虑

了内生性问题后，电子商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仍然存在，说明电子商务的使用有助于减小

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但却出现了返乡创业者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第二，在影响机制

方面，电子商务使返乡创业者增加了总体社会资本，获取更多的政策信息，使其拥有的市场性关系

网络得到扩展，也使其风险能力得到增强，从而为企业经营绩效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电子商务

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企业规模来看，电子商务对中型及以上规模企业的经营绩效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地区层面，电子商务对互联网技术普及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的返乡创业企业

的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大。从行业属性来看，电子商务对从事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企业的经营绩效

的提升作用更大。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虚拟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返乡创业绩效产生

中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基于现实人际交往的社会网络资本来解释创业的结果差

异。返乡创业者作为介于城市居民和农民群体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一般都高于

本地创业的农民，因此这个群体在以电子商务为背景的创业中的表现对农村经济发展更有意义。本

研究专门研究了电子商务使用对于返乡创业者经营绩效的影响，证实了电子商务的运用显著提升了

创业企业的绩效，体现了虚拟社会资本对于创业绩效的提升作用。第二，完善了变量测量的信度和

效度。不同于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地区层面的电商环境来测度电子商务的思路，本文以创业者开设网

店的行为信息作为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测度。由于该指标与个体创业活动的关系更加紧密，因而可

以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加可信和准确。第三，研究结论的代表性和时效性更强。本研究使用的数据

来自 2019 年对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的约 2100 多家企业的调查，由此得到的研究发现具有更好的

代表性，并且可以反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的实际状况。 

本研究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深入推进

互联网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强化在商业领域的应用性，促进电子商务模式的升级换代，扩大其在提

升创业绩效方面的边际收益；其次，加强中西部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提速降费”

的覆盖面，降低互联网准入门槛，使互联网技术的普惠性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再次，针对仍有不少

返乡创业者未将电子商务引入到企业经营活动中这一问题，地方政府以及互联网公司为这部分人提

供免费的电子商务培训，为其搭建企业网站和开设网店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并且利用官方的新旧

媒体宣传优秀企业，帮助其扩大销售渠道和企业知名度，从而缩小返乡创业者之间的“数字鸿沟”；

最后，农村地区的小微企业在初创期面临资金匮乏、劳动力短缺、技术薄弱等不利局面，当地政府

应在土地、厂房、信贷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尤其是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并且鼓励优秀人才进入

小微企业，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手段推动产品销售和运营。  

当然，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获得的限制，本文只研究了电子商务影响返乡创业

绩效的三个中介机制。对于信息获取优势机制的测量只考虑了国家政策信息的获取程度，而没有考

察创业者市场信息的获取情况。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其他的中介因素（比如创业学习）或者调节因

素（比如地区营商环境、融资约束等）对于电子商务和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对于返乡创业者电子

商务的使用也只询问了开设淘宝店和微店的情况，而没有考虑最新的直播带货等更新的电子商务销

售模式①。在研究设计上，为了更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需要更好的历时数据资料（比如面板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这些都有待于后续研究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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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E-Commerce on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HE Xiao-bin, LIU Jian-kun, WANG Yi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Do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et and E-commerce in the rural region help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rawing on a national survey of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2019, this paper examines t he effects of 

E-commerce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t is found that E-commerc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created by return migrant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endogenous problems have 

been carefully addressed. This suggests that E-commerce can reduce the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but enlarg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It is also found E-commerce can improve the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by 

enhancing policy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dvantages, expanding the network of market relationships, and strengthening 

risk-bearing capabilities. In addition, E-commerce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medium-and-large sized new ventures, and in new ventures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facilitate Internet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and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in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strengthen E-commerce training for small businesses, which will promote high-qualit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different entrepreneurs,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regions. 

Keywords: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commerce; Virtual Social Network; Digital Divide;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