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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5 月 25 日，依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电诉宝”（315.100EC.CN）2019 年

度受理的全国 980 家电商海量用户消费纠纷案例大数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了

《2019 年度中国导购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019 年“电诉宝”全年受理的投诉中涉及导购电商的有：蘑菇街、返利网、小红书、

淘粉吧、折 800、卷皮网、哎呦有型、AC 派、识货、美丽说、一淘网、芝麻鲸选（多多返）

等 12 家，其中，7家导购电商入选《2019 年全国电子商务 TOP190 消费评级榜》，分别为返

利网、小红书、蘑菇街、淘粉吧、折 800、哎呦有型、卷皮网。（另外，AC 派、识货、美丽

说、一淘网、芝麻鲸选（多多返）因用户投诉数量未达到规定标准数量，故不列入评级统计

范畴。）

注：评级划分由综合指数高低决定，不建议下单∈[0,0.4)，谨慎下单∈[0.4,0.75)，

建议下单∈[0.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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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DATA.100EC.CN）显示，返利网、小红书、蘑菇街获“建

议下单”评级，淘粉吧获“谨慎下单”评级，折 800、哎呦有型、卷皮网获“不建议下单”

评级，在受理平台移交的用户投诉，平台反馈率、回复时效性、用户满意度相对较低，需积

极受理第三方移交督办的全国各地用户投诉线索并第一时间相应、及时反馈，奋起直追，努

力提高售后服务水平和口碑。

2019 年度投诉导购电商的用户主要集中地依次为广东省、山东省、湖南省、浙江省、

北京市，投诉金额依次集中在 0-100 元区间、1000-5000 元区间、100-500 元区间，而涉及

投诉用户中，男性比例低于女性。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315.100EC.CN）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

示，用户投诉导购电商的消费投诉问题依次为退款问题、网络欺诈、商品质量、霸王条款、

发货问题、订单问题、售后服务、退换货难、网络售假、虚假促销、退店保证金不退还、信

息泄露、冻结商家资金、恶意罚款、货不对板、物流问题。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DATA.100EC.CN）监测显示，2019 年导购电商行业

营收规模达 139.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72%,；用户规模达 3.45 亿人，同比增长 13.86%。

2019 年导购电商共发生 7 起融资事件，融资总额达 18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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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数据

（一）营收规模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DATA.100EC.CN）监测显示，2019 年导购电商行业

营收规模达 139.8 亿元，较 2018 年 108.6 亿元，同比增长 28.72%。

（二）用户规模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监测显示，2019 年导购电商行业用户规模达 3.45 亿

人，较 2018 年 3.03 亿人，同比增长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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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融资数据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监测显示，2019 年导购电商共发生 7 起融资事件，

融资总额达 18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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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融资的平台有：美逛（1 亿人民币）、粉象生活（千万级美元）、快乐购（16 亿人

民币）、嘿市（数百万人民币）、特拍（1000 万人民币）、超级导购（未透露）、精明购

（战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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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诉数据

（一）“蘑菇街”

年度投诉数据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杭州卷瓜网络有限公司旗下“蘑菇街”共获得 18 次消费

评级,14 次获“建议下单”评级,3 次获“谨慎下单”评级,1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综

合评定，2019 年“蘑菇街”获“建议下单”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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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蘑菇街”的用户主要集中地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广

东省、浙江省、天津市、山东省、湖南省、重庆市、上海市、北京市、安徽省、河北省。

http://www.100ec.cn/zt/df/
http://www.100ec.cn/zt/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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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蘑菇街”的用户中，男性占比 45.161%，女性占比 54.839%。

另外，用户投诉“蘑菇街”的消费金额在 0-100 元区间和 1000-5000 元区间的占比较多，分

别为 32.258%、1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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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问题类型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蘑菇街”存

在退款问题、恶意罚款、商品质量等问题。

http://show.s.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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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红书”

年度投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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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旗下“小红书”共获得

20 次消费评级，19 次获“建议下单”评级,1 次获“谨慎下单”评级。综合评定，2019 年“小

红书”获“建议下单”评级。

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小红书”的用户主要集中地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北

京市、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江苏省、湖南省、湖北省、上海市、重庆市、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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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小红书”的用户中，男女比例差距较大，其中分别为男性

占比 11.934%，女性占比 88.066%。另外，用户投诉“小红书”的消费金额在 100-500 元区

间和 0-100 元区间的占比较多，分别为 49.794%、2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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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问题类型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小红书”存

在退款问题、霸王条款、网络售假等问题。

http://show.s.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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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利网”

年度投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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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返利网”共获得

14 次消费评级，13 获“建议下单”评级，1 次获“谨慎下单”评级。综合评定，2019 年“返

利网”获“建议下单”评级。

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返利网”的用户主要集中地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北

京市、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川省、天津市、安徽省、山西省、广东省、江苏省、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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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返利网”的用户中，男性占比 65.000%，女性占比 35.000%。

另外，用户投诉“返利网”的消费金额在 0-100 元区间占比较多，为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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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问题类型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返利网”存

在网络欺诈、发货问题、虚假促销、退店保证金不退还等问题。

http://show.s.315.100ec.cn/


20

（四）“淘粉吧”

年度投诉数据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杭州淘粉吧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淘粉吧”共获

得 9 次消费评级，1 次获“不建议下单”评级，6 次获“谨慎下单”评级，2 次获“建议下

单”评级 ，综合评定，2019 年“淘粉吧”获“谨慎下单”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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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淘粉吧”的用户主要集中地为江苏省、辽宁省、

浙江省。

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淘粉吧”的用户中男生的占比为 16.667%、女生的占比为

83.333%。另外，用户投诉“淘粉吧”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 0-100 元区间、100-500 元区间、

1000-5000 元区间、占比分别为 33.333%、16.667%、16.667%。

http://www.100ec.cn/zt/df/
http://www.100ec.cn/zt/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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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披露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淘粉吧”存

网络欺诈、霸王条款、客服问题等问题。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show.s.315.100ec.cn/
http://www.100ec.cn/Index/complaint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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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淘粉吧”商品丢件 售后久未处理 回复：已处理

高女士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使用“淘粉吧”返利，遇到了部分丢单的问题，11 月 11

日问客服，回答说双十一订单多部分订单有延迟现象,让耐心等待，等了一天还是部分订单

没跟踪到我申述了，11 月 12 日告诉我申述失败，确定没跟踪到订单而不是延迟，让我退货

重新拍，但双十一优惠已结束，无法重新拍，淘粉吧客服推卸责任，不给解决问题。

接到该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妥善处理，

对此，淘粉吧发来反馈称：已与用户协商处理，感谢您的反馈。

【案例二】“淘粉吧”下单成功久未发货 售后被告知账号冻结 回复：已处理

杨女士从 9月 4日到 9月 30 日通过“淘粉吧”购买的 41 件商品返利都被淘粉吧私自扣

下。10 月 1 日发现这个情况我查看到所有都显示原因为订单异常，联系客服，客服回答账

号早已被冻结。询问原因说可能系统判定刷单或代购刷补贴，联系一下等待审核 15 到 30

天。也就是说从冻结的那天，一个月以来淘粉吧系统未有任何通知，没提醒用户账号因异常

需审核被冻结，确是自私自冻结后仍然可消费，且每一笔系统提醒跟单成功，之后确认收货

后订单状态全部成为“订单存在异常”，存在欺瞒行为。

接到以上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妥善处

http://show.s.315.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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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对此，“淘粉吧”发来反馈称：已联系用户告知已提交核实处理，正常后会发放返利。

（五）“折 800”

年度投诉数据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团博百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折 800”共获得

13 次消费评级，均获“不建议下单”评级。综合评定，2019 年“折 800”获“不建议下单”

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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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折 800”的用户主要集中地为广东省、北京市、安

徽省、山东省、河北省、河南省、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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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折 800”的用户中男性的占比为 37.000%、女性的占比为

62.500%。另外，用户投诉“折 800”的消费金额集中在 0-100 元区间，占比分别为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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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披露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折 800”存

商品质量、虚假促销、发货问题、售后服务、退款问题、霸王条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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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折 800”疑似虚假宣传 售后退货未收到补贴卷

高女士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23：03 分在“折 800”平台买了 4件衣服共计 202.02 元，

之后申请退货其中的三件衣服金额 143.65 元。按 zhe800 平台商品详情页的服务宣传是-|7

天包退，退货补运费|，退款成功后没有收到 zhe800 的退货补贴券。今天咨询平台为何不发

放退货补贴。回复退货次数高，不满足规定，但在平台的宝贝详情页仅看到【退货补贴】字

眼并没有任何关于退货次数高不发放补贴的字眼。

【案例二】“折 800”商品货不对板 售后未能有效处理

骆先生于 2019 年 09 月 28 日在“折 800”平台上买了一双鞋，在购买之前我带着疑问

和卖家联系过，问卖家发来的鞋子是否与图片一致，质量怎样等问题，卖家斩钉截铁答复说

鞋子和图片是一致的，质量也是没问题，但是卖家给我发来的鞋子不止货不对板还存在很严

重的质量问题，卖家这种行为严重伤害消费者权益。我要求折 800 平台帮忙处理，要求卖家

作出 15 块现金赔偿，而折 800 平台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卖家赔偿，只能给我 10 现金优惠

劵，目的还是要我在他们平台购物。

（六）“卷皮网”

年度投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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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武汉奇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卷皮网”共获得 14 次

消费评级，均获“不建议下单”评级，综合评定，2019 年“卷皮网”获“不建议下单”评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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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地区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卷皮网”的用户主要集中地排名前十的依次为山

东省、广东省、河南省、湖南省、重庆市、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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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卷皮网”的用户中男生的占比为 21.429%、女生的占比为

78.571%。另外，用户投诉“卷皮网”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 0-100 元区间，占比为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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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披露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卷皮网”存

退款问题、发货问题、客服问题、网络欺诈、订单问题、退换货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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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卷皮网”商家久未发货 售后退款困难

徐女士 2019 年 9 月 26 日在“卷皮折扣网”买了一件连衣裙，金额是 27 元。但卖家迟

迟不发货，经多次催促最后叫我申请退款，卷皮之后显示申请审核成功，说会在 2019 年 10

月 7 日 10 点 12 分前处理完成，可到现在还没有收到退款，我找卖家客服一直推脱说已经退

款了，要我找平台交涉，可是卷皮平台客服一直联系不上，一直显示系统繁忙，一直的支持

不到解决。

【案例二】“卷皮网”商品货不对板 售后困难

谭女士于 2019 年 1 月 13 日在“卷皮网”上哆嘻哒潮流女装女装店下单两件棉袄，谭女

士在“卷皮网”上哆嘻哒潮流女装女装店下单两件棉袄，只给我发一件，申请退款居然卷皮

网合同商家一起不通过，买了两件只发一个快递，并且重量只有 0.48 千克里面只有一件，

申请退款居然审核不通过,并且还很霸道的不退款，卷皮网以前还有电话可以投诉，现在连

网站的投诉电话都打不通的，显示没有比电话号码。

【案例三】“卷皮网” 商品质量问题 售后退换货困难

罗先生于 12 月 29 日在“卷皮折扣”平台的迪牛斯潮流女装小店购买价格为 98 元的女

装一件，在近日收到衣服后发现该女装有严重做工瑕疵一处，经反复查看后发现该问题属于

做工质量问题后，于 2019 年 1 目 9 日（即收到衣服当日）就向该商家要求退款退货处理，

由于退款退货申请需商家审核，所以经一天等候后于今日得到商家答复审核未通过，且未给

出任何合理解释。

接到以上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妥善处

理，但截至发稿前，我们尚未收到来自被投诉平台的任何有关处理回复。

（七）“哎呦有型”（闪电降价）

年度投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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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上海欢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旗下“哎呦有型”共获得 10

次消费评级，均获“不建议下单”评级，综合评定，2019 年“哎呦有型”获“不建议下单”

评级。

投诉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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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电数宝”显示，2019 年度投诉“哎呦有型”的用户主要集中地为湖北省、广东省、

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

投诉性别及金额分布

据“电数宝”显示，在投诉“哎呦有型”的用户中男生的占比为 83.333%、女生的占比

为 16.667%。另外，用户投诉“哎呦有型”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 1000-5000 元区间，占比为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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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披露

此外，据国内电商专业消费调解平台“电诉宝”受理用户维权案例显示，“哎呦有型”

存网络售假、退款问题、商品质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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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闪电降价” 疑网络售假 售后客户不予处理

彭先生于 2019 年 3 月 17 日 12 时 31 分在电商平台“闪电超值”购买了一双 Air Jordan

4 Retro Levis 的鞋，彭先生在电商平台“闪电超值”购买了一双 Air Jordan 4 Retro Levis

的鞋（价格为 1899.00 元），在经过毒、鉴呗、识货三个专业的球鞋鉴定平台鉴定后，均鉴

定此球鞋为假货。跟客服联系要退货（支持 7 天无理由退换货），客服一直不予理会。

【案例二】“闪电降价”商品质量问题 售后退款困难

王女士于 2019 年 9 月 3 日 21 点 19 分 47 秒在闪电降价平台买了施华洛世奇腕表一块，

然后一直到 9 月 11 日都没有收到货，期间我有打电话到客服咨询，谁说清关比较慢，直到

12 号晚上才收到，然后 13 号我试戴了一天，14 号下午去洗手间出来很随意的洗了一下手，

就发现手表里面全是水雾，找平台客服每次都是回复等待商家回复！申请退款说是已经收到

商品超过 7天了，其实是只收到商品 2 天，！现在一拖就是几天了，到时商家肯定又说时间

几天了。

接到以上用户投诉后，我们第一时间将投诉案件移交该平台相关工作人员督办妥善处

理，但截至发稿前，我们尚未收到来自被投诉平台的任何有关处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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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平台案例

【案例一】“AC 派”商品清关久未送达 售后困难

王女士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深圳市海豚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AC 派”上购买了

三瓶兰蔻的粉水，至今还末收到货，与客服多次沟通说在清关，还要让我再等一个月，迟迟

不肯退款，我要求全额退款给我，商品我不要了，在此期间商品物流来回运输，物流一直停

在 12 月 19 日，客服告知要等 7 至 15 天。后来又说清关一个月。

【案例二】“识货”商品约定时间未送达 卖家疑“砍单”

黄先生在虎扑（上海）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识货”app 上购买了阿迪达斯篮球

鞋 n3xt l3v3l，售价为 1249 元人民币，运费为 14 元人民币，卖家发货不到半天，物流信

息在 8 月 12 日夜间 22:02:14 时顺丰速运已收取快递，在当天 22:02:24 时显示客户取消寄

件，这明显是卖家砍单，违背契约。因为商品价格等原因恶意违约并且客服未效受理。

【案例三】“美丽说”店铺保证金不退还 售后无人受理

孙先生于 2015 年在北京美丽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美丽说”电商平台开设了一

家店铺，并缴纳保证金 10000 元，但是店铺开始以来我一直没有使用过，2017 年还能正常

登陆的，后来因为我在其他平台开店比较忙所以一直就没管这个美丽说的店铺了，直到现在

才发现已经进不去商家后台了，平台什么时候把我店铺给关闭了我都不知道，也没通知我，

打美丽说商家热线和客服热线一直都没人接，永远都在忙线中，平台也没有任何其他申诉入

口。

【案例四】“一淘网”下单商品无返利 售后未处理

董女士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淘网”下单购买产品，购买之前

写明有返利金额。同时下单付款有四个订单，其中三个订单都有返利，这三个订单返利金额

相对较小，唯独一个返利金额最大的却没有返利。联系一淘网客服反复阐述我的订单是因为

使用红包而导致没有返利。因为同时付款的四个订单都使用了红包，三个有返利，一个没有

返利，网站客服不能给我充足的理由来解释这次行为。这之前已经有很多次返利不到账的情

况。

【案例五】“芝麻鲸选（多多返）”下单商品不予返利 售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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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女士 11 月 12 日早上 7:23 和 7:35 分别在广州多多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芝麻鲸

选-多多返”通过淘宝下单，但都跟不到单，不能返利，因为之前他们软件已经有过一次这

种行为了，直到我威胁要投诉消协，他们才恢复了我的订单，这次又跟不到单了，我试着用

其他返利软件再去下单，很快就跟到单了，说明是他们软件故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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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我们

（一）关于“电诉宝”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成立于 2010 年，专注于泛电商的消费

权益维护，兼顾法律（推动立法、电商法规、法律案例分析、法律援助）、媒体、

电商信用、电商质检、安全、电商物流。实时跟踪把握电商法律动态，研究并运

营有"电诉宝"、"电子商务法律求助服务平台"等业内知名平台。

此前，网经社法律权益部还参与由国家工商总局牵头发起的《网络商品及服

务交易监督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并担任立法组成员。

“电诉宝”（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315.100EC.CN）运行近十年来，

与全国数百家电商建立对接，致力于为广大电商用户解决网络消费纠纷，帮助广

大电商提升用户购物体验与售后服务，以自身独有的客观公正性、中立性、权威

性，稳居全国影响力与公信力前列的“第三方电商投诉维权服务平台”，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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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名电商行业资深律师常年开展坐镇咨询与维权服务，平台投诉纠纷解决率

在 80%以上，深受全国各地网购用户信赖。

根据平台受理的客诉“大数据”和真实案例，每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

公开发布客观用户体验报告和相关榜单，已连续第九年发布，被业内视为“电商

315 风向标”，被全国广大用户、企业、媒体、政府所认可和引用。

新平台于 2018 年 315 前夕正式上线运行。新系统实现“一键投诉”、24h

在线、自助维权、同步直达、实时处理、进度查询、满意度评价、律师坐堂法律

求助，还有大数据分析功能，真正实现了“天天 315”，成为千千万万电商用户

的“网购维权神器”。

此外，为了更好帮助电商平台更好的处理投诉。平台“绿色通道”服务向广

大电商平台开放，电商可自主申请入驻，实时受理、反馈和查询用户满意度评价。

（二）关于网经社

网经社公司是中国电商行业的“Bloomberg”。运营网经社 www100EC.cn(电

商门户)、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智库)、电数宝(DT)、电融宝(FA)、电诉宝(315)

等子平台，面向电商提供媒体/智库/平台三大系列、20 余项专业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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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经社网站（100EC.CN）旗下拥有 100 多个电商细分频道、平台、分站，365

天/12 小时滚动发布国内外电商资讯，为全国电商用户提供全面、及时、专业的

资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电商门户入口。

公司总部位于杭州，系国内唯一拥有 A股上市公司背景的服务电商产业链的

第三方媒体、智库和平台，母公司在全国拥有 30 个分支机构，员工 1000 余人，

市值近百亿，实力雄厚，是我国电商行业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网经社在工信部、公安机关网站合法备案运行，服务客户除覆盖各大电商上

市公司、独角兽等“头部平台”和创业者外，还包括国家和各地政府部门，有口

皆碑。

数据墙：

平均每天有 50-100 万人/次（PV），访问我们网经社电商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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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有5000余家海内外媒体，超过10万篇新闻报道中引用我们的数据、

报告、分析、榜单等从中央到地方，为超过 200 家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了相关服务

超过 50家公司在海内外及投融资时，参考使用我们数据分析

平均每年，超过 10 万人参加我们主办或协办、演讲的各类电商论坛、沙龙

活动，覆盖人群规模超百万

国内上百家券商/基金/投行/机构在投资研究中参考我们的数据和推荐

超过 1000+家电商、10000+家中小企业依靠我们的信息、服务和解决方案不

同程度提升了他们的经营业绩

（三）2019-2020 年度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电商

行业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全球电子商务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人才状况调查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上市公司数据报告》 √

《2019 年新上市 17 家电商公司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泛电商“独角兽”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泛电商“千里马”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百强数据报告》 √ √

《2020 年 AppStore 中国互联网下载量数据报告》 √

《2020 中国互联网(电商)行业战“疫”成果报告》 临时

《2020 中国互联网(电商)行业战“疫”政策报告》 临时

《2020 中国互联网(电商)行业战“疫”分析报告》 临时

【零售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季度 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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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19 年度中国零售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社交电商发展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农村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汽车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医药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导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车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社区团购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家电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美妆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奢侈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母婴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食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家居建材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服装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20 年“618”电商消费评级数据报告》 √

《2020 年“双 11”电商消费评级数据报告》 √

【跨境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跨境电商服务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跨境支付市场数据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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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跨境物流市场数据报告》 √

【生活服务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生活服务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

告》
√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旅游（OTA）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经济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单车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住宿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网约车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办公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充电宝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共享汽车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在线外卖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互联网家装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互联网医疗市场数据报告》 √

【产业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产业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大宗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企业采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工业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快消品 B2B 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钢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塑化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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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物流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电商物流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即时物流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同城货运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同城配送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智慧物流市场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冷链物流市场数据报告》 √

【投融资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市场数据报告》 √ √ √ √

《2019 年度中国生鲜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汽车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社交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交通出行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教育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旅游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2010-2019 年度 BATJ 电商领域投资数据报告》 √

【电商权益类】

报告名称
年

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2019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

告》
√ √ √ √

《2019 年度十大电商行业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社交电商合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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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法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平台消费评级数据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消费主题调查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跨境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车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

案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生鲜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社交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旅游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外卖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电商物流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海淘转运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品牌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二手潮鞋交易平台消费投诉数据

与典型案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母婴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运动健康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

型案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交通出行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导购类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

案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分期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2019 年度中国在线票务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

例报告》
√

·报告准则：坚持客观性、全面性、权威性、专业性基础上，兼顾商业性，

力求传播广泛性、各项效果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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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平台调研、平台评测、“神秘买家”抽查、供应商与合作伙伴

调研、用户调查、政策研究、专家访谈、桌面研究、律师审查等。

·数据来源：一手调研数据、中心历史数据库、行业公开数据，以及中心合

作伙伴、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咨询公司、第三方数据监测工具、相关指数、中

心采购数据等等。

·发布渠道：（1）网经社 www.100ec.cn 电商门户网站及《电商周刊》EDM

订阅用户（覆盖数百万电商行业用户）；（2）网经社入驻自媒体平台（覆盖数

千万电商相关群体）；（3）3000+实名认证的记者库媒体采用（覆盖数亿级电商

用户受众）。

·版权声明：

1、本报告相关知识产权归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所有，任何部门、企业、

机构、媒体等单位引用本报告数据、内容，均请注明：“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发布的《2019 年度中国导购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2、本报告仅为参考研究资料，不构成投资、决策等任何建议，由此带来的

风险请慎重考虑，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信息而产生的任

何责任。

3、报告涉及金额单位除特殊标注外，均默认为人民币（元）；本报告数据

除特殊说明外，一般不含港澳台。

除参与上述报告合作外，我们欢迎也各电商平台及相关公司，基于各自平台

大数据，开展个性化定制，包括不限于：平台年度用户画像与大数据报告、公司

案例研究专题研究报告、公司与竞对研究分析投资价值、平台合规性审查报告，

以及公司所在细分行业关于平台模式、物流网络、金融科技、用户体验、财务分

析、投融资、行业影响力、舆情口碑、用户体验评测、平台界面与功能服务评测

等细分角度切入的行业性报告。

报告发布：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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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众号 ID：i100EC 网购投诉平台 ID：DSWQ315

（30 万+电商人都在看！） （在线网购投诉）

电数宝（DATA.100EC.CN） 电诉宝（315.100EC.CN）

（12 年沉淀 10 万+条数据 覆盖 4000+电商） （我要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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