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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相关知识产权归
发布方所有，任何企业、
机构、媒体等单位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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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泛电商”独
角兽数据报告》”，不得篡
改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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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为美元；本报告
数据除特殊说明外，
一般不含港澳台。

4、数据来源：平台披露数据、
第三方机构以及网经社“电数
宝”（DATA.100EC.CN)。

报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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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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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联系我们：FA@netsun.com。我们专注报道、研究、服务于“泛电商”，重点关注：

零售电商、大宗电商、跨境电商、三农电商、服务电商、共享经济、电商物流、电商金

融等细分领域，十年如一日专注推动制造业、零售业、服务业、农业、物流业、进出口、

金融业的互联网化，推动新制造、新零售、新贸易、新服务、新金融、新物流、新农业、

新消费等新型经济生态圈的建立。

欢迎各电商及相关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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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满意度、用户体验评测、平台界面与功能服务评测等细分维度

平台大数据报告或行业报告。

报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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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9年12月31日，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共141家，同比增长19.5%，总估值达6746.2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46975.42亿），同比增长4.8%，平均估值47.85亿美元，如剔除超级独角兽公司“蚂蚁金服”1600亿美元，平均估值

36.76亿美元。其中：估值为1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共31家，占比22%；估值为10-2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65家，

占比46%；估值为20-5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24家，占比17%；估值为50-10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有12家，占比9%，

估值为100-30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平台有6家，占比4%，估值为300亿美元以上的平台有3家，占比2%。

泛电商 “独角兽”的高产年集中在2010-2015年，其中2013年创立的企业最多，为17家。其次2012年15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16年-2018年成立的“独角兽”企业6家，这些创立仅一至两年即成为“独角兽”的企业，反映出其创新能力强、成长周期短、

成长跨度大的特点。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企业分布于14个城市，其中首都北京54家、长三角地区（上海、杭州、南京，无锡，镇江）54家、

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香港）21家、西南地区（成都、重庆）4家，其他（武汉3家，青岛、天津、唐山各1家）。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公司主要分布于生活服务电商（54家）、零售电商（32家）、金融科技（25家）、物流科技（22

家），产业电商（8家）。就估值领域来看，零售电商（575.69亿美元）、生活服务电商（2066.53亿美元）、物流科技

（768.33亿美元）、产业电商（201.74亿美元）、金融科技（3133.95亿美元）



一
整体概述

●独角兽、泛电商定义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图谱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区间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地区分布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领域分布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领域分布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概况



1.1 独角兽、泛电商定义

“独角兽” 定义

“独角兽” 指代那些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等属性的创

业企业。标准是创业十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创业

与投资方向、行业热点乃至未来趋势，其中以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科技类为

主流。（注：本报告“独角兽”定义不考虑创立时间）

“泛电商”定义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将“泛电商”定义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所有实物、服务

和虚拟商品的在线交易行为和业态，主要包括以大宗商品和工业品为主的产业电

商、以消费品为主的零售电商、跨境电商、及以在线外卖、在线旅游、在线教育、

在线租房、在线医疗、交通出行等为代表的生活服务电商。



1.2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图谱



1.3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区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显

示，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共141家，同

比增长19.5%，总估值达6746.24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46975.42亿），同比增

长4.8%，平均估值47.85亿美元，如剔除超

级独角兽“蚂蚁金服”1600亿美元，平均

估值36.76亿美元。其中：

估值为1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共31家，

占比22%；估值为10-20亿美元的“独角兽”

平台65家，占比46%；估值为20-50亿美元

的“独角兽”平台24家，占比17%；估值为

50-100亿美元的“独角兽”平台有12家，

占比9%，估值为100-300亿美元以上的“独

角兽”平台有6家，占比4%，估值为300亿

美元以上的平台有3家，占比2%。



1.4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

显示，“独角兽”的高产年集中在2010-

2015年，其中2014年创立的公司最多，为

25家。其次2015年21家。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2016年-2018年成立的“独角兽”公

司16家，这些创立仅两至三年即成为“独

角兽”的公司，反映出其创新能力强、成

长周期短、成长跨度大的特点。

2010年-2015年是中国经济遭遇增长速度

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

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历史阶段。传

统增长方式的举步维艰，恰恰为新技术、

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破茧而出以及传统产

业浴火重生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为“独角

兽”诞生提供基础。



1.5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显

示， 泛电商“独角兽”公司分布于14个城

市，其中首都北京54家、长三角地区（上海、

杭州、南京，无锡，镇江）54家、珠三角地

区（广州、深圳、香港）21家、西南地区

（成都、重庆）4家，其他（武汉3家，青岛、

天津、唐山各1家）。

独角兽集中分布于“北、上、杭、深”这些

城市，首先，经济科技发达程度高，政府扶

持力度大，高新科技区政策鼓励创新；其次，

人才集中。这些城市拥有大量人口，人才流

动趋向性明显；其三，良好的创业氛围。杭

州的阿里巴巴集团；北京的百度、搜狐、新

浪；深圳的腾讯和上海的美团大众点评等，

这些城市的头部科创企业给整个环境带来创

新氛围。



1.6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

总估值达6746.24亿美元。

从估值地区分布图来看，

北京、杭州、上海的估值

占据前三，均在1000亿美

元以上，总占比达80%。其

次为深圳、南京。其余9个

城市的估值均在120亿美元

及以下，总占仅10%。



1.7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领域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独角兽”公司主要分布

于零售电商（32家）、金

融科技（25家）、生活服

务电商（54家）、物流科

技（22家）、产业电商

（8家）。

其中，零售电商、生活服

务电商、金融科技、物流

科技成为“独角兽”诞生

热门领域。“独角兽”的

诞生与行业热度、政策支

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息息

相关。



1.8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领域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零售电商（575.69亿美元）、

生活服务电商（2066.53亿

美元）、物流科技（768.33

亿美元）、产业电商

（201.74亿美元）、金融科

技（3133.95亿美元）



1.9 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概况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显示，2019年泛电商“独角兽”共141家，

总估值达6746.2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为46975.42亿），平均估值47.85亿美元，

如剔除超级独角兽“蚂蚁金服”1600亿美

元，平均估值36.76亿美元。

其中： 泛电商“独角兽”TOP10平台估值

均超百亿美元，总估值占比为58.42%，主

要分布在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和天津

各地区，城市的“虹吸效应”明显。

整体看来，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和陆金所

位居前三，最新估值均超390亿美元。互

联网金融具有显著行业优势，杭州的总估

值在蚂蚁金融和的带动下优势明显，首都

北京数量居多（4家）。



二
零售电商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2.1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显示，

截止2019年，零售电商共有32家“独角兽”，

同比增长14.3%，总估值575.69亿美元，同比

增长35.8%，平均估值17.99亿美元。其中，

车好多以90亿美元估值位列零售电商“独角

兽”榜第一名。而汽车电商“独角兽”有6家，

成为零售电商诞生“独角兽”最多的行业。

不难预见，汽车电商在未来具有不错的潜力。

TOP10榜里，汽车电商3家，其余各行业均为1

家；估值均在15亿美元以上；就所在地来看，

上海3家，北京2家，杭州、香港、广州、南

京、武汉各为1家.

数据显示，尽管零售电商“独角兽”高达32

家，但超一半平台估值不超过15亿美元，未

来仍具发展空间。



2.2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显示，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成立

时间有以下特点：

1、成立时间分布较均匀。零售电商

“独角兽”的成立时间平均分布于

2006-2017年期间，未出现特殊峰值。

2、爆发型平台较少。最长成立时间长

达12年。仅成长一年半的零售电商“独

角兽”瑞幸咖啡于2019年4月赴美上市。



2.3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主

要分布于北京（12家）、上海

（8家）、杭州（6家），共计

26家，占比78%。此外，武汉2

家，成都、南京、广州、香港

各1家。

对比发现，零售电商的“独角

兽”地区分布特点与整体“泛

电商”独角兽地区分布特点一

致。



2.4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总

估值575.69亿美元，分布于8

个城市，平均估值71.96亿美

元/城市。

北京平均估值20.03亿美元/家；

上海平均估值17.20亿美元/家；

杭州平均估值15.89亿美元/家；

武汉平均估值12.77亿美元/家；

成都、南京、广州、香港平均

估值分别为10.77亿美元、16

亿美元、20亿美元、30亿美元。



2.5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

年零售电商“独角兽”按行业分

布来看，汽车电商行业“独角兽”

数量占据榜首，其次为生鲜电商，

第三为社交电商、导购电商、母

婴电商。

以上前三名都为零售电商的热门

行业，汽车电商本就是需要大资

本的行业，他能占据榜首不足为

奇。生鲜电商近年也很是受商家

追捧。



2.6 2019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

年零售电商“独角兽”估值按

行业分布来看，

汽车电商以173亿美元的估值占

据榜首，其次是估值为73亿美

元的生鲜电商，位居第三的是

社交电商和二手电商，估值均

为45亿美元。

以二手产品交易为主的二手电

商在未来发具有不错的潜力。



三
产业电商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3.1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据 网 经 社 “ 电 数 宝 ”

（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共

8家，较去年增加1家“独

角兽”，总估值达201.74

亿美元，同比增长65.4%。

平均估值25.22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流量

的增长趋缓，互联网公司

在C端的获客成本不断上

升，逐渐进入瓶颈期，互

联网产业开始进入下半场，

即B端互联网时代，不难

预测产业电商领域将涌更

多“独角兽”。



3.2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

年产业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有以下特点：

1、成立时间分布较均匀。产业

电商“独角兽”的成立时间分布

于2008-2014年期间。

2、无爆发型平台。曾经在2016、

2017火爆的B2B，并没有很好的

找到自己的发展模式，在多年的

发展中，并未涌现出现优秀的

“独角兽”公司。



3.3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

未出现集中分布现象，而是较

为平均地分布。

其中北京（3家：美菜、中商

惠民、易久批，占比37.5%）、

上海（2家：找钢网、欧冶云

商，占比25%）、南京（2家：

汇通达、康众汽配，占比

25%）、广州（1家：巴图鲁，

占比12.5%）。



3.4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

就估值地区分布来看，

北京估值规模109.62亿美元，

平均估值为36.54亿美元/家；

南京估值规模45.97亿美元，

平均估值为22.99亿美元/家；

上海估值规模33.84亿美元，

平均估值为16.92亿美元/家；

广州估值规模12.31亿美元，

平均估值为12.31亿美元/家。



3.5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

示，2019年产业电商

“独角兽” 就行业分

布来看，钢铁电商（2

家）、快消品（2家）、

汽配电商（2家）、农

村电商（2家）。



3.6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

就行业分布来看，汽配电

商估值规模27.51亿美元；

钢铁电商估值规模33.84亿

美元；快消品估值规模

39.62亿美元；农村电商估

值规模100.77亿美元。



四
生活服务电商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4.1 2019年中国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近万亿的市场规模“孵化”出了一大批

“独角兽”，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截止2019年，

生活服务电商共有54家“独角兽”，总

估值2066.53亿美元，平均估值38.27亿

美元。

TOP10榜的估值规模为1379.92亿美元，

占总估值66.77%。其中滴滴出行以580

亿美元的估值位列榜单第一。

此外，饿了么、口碑合并成立的阿里本

地生活服务公司在募集到40亿美元资金

后，其估值飙升至300亿美元，其余生

活服务电商总估值不及饿了么、口碑

50%。



4.2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

成立时间有以下特点：

1、成立时间分布较均匀。生

活服务电商“独角兽”的成立

时间平均分布于2006-2018年

期间，未出现特殊峰值。

2、无爆发型平台。其中2018

年的饿了么、口碑为一家合并

企业，合并前两家平台的成立

时间分别为2008年（饿了么）、

2015年（口碑）。



4.3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

兽”未出现集中分布现象，

而是较为平均地分布。

其中北京（24家）、上海

（12家）、杭州（6家） 、

深圳（3家）、广州（2家）、

天津（2家）、南京（1家） 、

武汉（1家）、香港（1家）、

重庆（1家）、唐山（1家）。



4.4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

兽” 就估值行业分布来看，

北京、杭州、上海、天津位

居前四，估值分别为1092.32

亿美元，400.38亿美元，

270.33亿美元，110亿美元。

其余地区的估值不及100亿美

元。



4.5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

“独角兽” 就行业分布

来看，在线教育（12

家），在线医疗（9家），

在线住宿（8家），交通

出行（7家）位居前四。

其余各行业泛电商“独

角兽”不足5家



4.6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生活服务电商“独角

兽”就估值行业分布来看，

估值规模前三的行业有：交

通出行估值703.32亿美元，

占比34%；在线住宿估值

305.92亿美元，占比15%;在

线餐饮300亿美元，占比15%，

估值规模占总估值64%。其余

行业估值均不及300亿美元。



五
金融科技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 2019年金融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显示，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25家，

同比增长25%，总估值高达3133.95亿美

元，同比增长5.9%。其中蚂蚁金服以

1600亿美元的估值高居2019年金融科技

“独角兽”榜榜首。

在“独角兽”金融科技TOP10榜单中，

估 值 达 2900.85 亿 美 元 ， 占 总 估 值

92.56%。其中上海（3家），北京（3

家），深圳（2家），杭州（1家），南

京（1家）。

不难看出，金融科技“独角兽”估值普

遍较高，除了蚂蚁金服1600亿美元估值

外，陆金所、京东金融、微众银行、比

特大陆估值均达百亿美元级别。

5.1 2019年中国金融科技“独角兽”估值TOP10榜



5.2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

成立时间均为6年以上。

互联网金融公司之所以成为

“独角兽”领域的重要力量，

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抓

住了传统金融机构痛点，不

断为用户提供普惠便利的金

融服务有密切联系。而作为

新兴行业，业务模型的不断

走向成熟和对技术的持续投

入，成为金融科技出现高估

值“独角兽”的重要原因。



5.3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年金

融科技“独角兽” 出现较为集中地

分布现象。

其中北京（9家，占比36%）、深圳

（5家，占比20%）、上海（4家，占

比16%）、杭州（4家、占比16%）、

南京（1家，占比4%）、香港（1家，

占比4%）、天津（1家，占比4%）。

比对发现，金融科技的“独角兽”

地区分布特点与整体“泛电商”独

角兽地区分布特点一致。



5.4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

就估值地区分布来看，

其中杭州（1641.95亿美

元）、上海（572亿美元）、

北京（537.11亿美元）、深

圳（255.58亿美元）的估值

占据前四。其余南京、香港、

天津的估值不及100亿美元。



5.5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

就行业分布来看，

金融科技“独角兽”涉及

11个行业，其中互联网金

融服务（6家）、互联网理

财（5家）、互联网支付

（3家）、网贷（3家）、

汽车金融（2家）占据前五。

其余各行业仅有1家。



5.6 2019年金融科技“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

年金融科技“独角兽” 就估值

行业分布来看，

估值前五的行业有：互联网金

融服务（估值1960.77亿美元，

占比62.57%）、互联网理财

（484亿美元，占比15.44%）、

互联网银行（184.62亿美元，

占比5.89%）、区块链（150亿

美元，占比4.79%）、网贷

（101.92亿美元，占比3.25%）。



六
物流科技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TOP10榜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成立时间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行业分布

⚫ 2019年物流科技电商“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

显示，2019年物流科技共有22家“独角

兽”，同比增长 37.5%，总估值达

768.33亿美元，同比增长3.1%。菜鸟网

络（298.72亿美元）、京东物流（134

亿美元）、满帮集团（65亿美元）领衔

前三位。

菜鸟物流作为一家综合、开放的社会化

物流平台，揉合了各家物流平台的优势

并通过技术的赋能打造了全新的物流服

务体验，这也是其高估值原因所在。

6.1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估值TOP10榜



6.2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所在地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2019

年物流科技“独角兽” 出现集

中分布现象。

其中北京（6家，占比27.27%）、

上海（4家，占比18.18%）、深

圳（4家、占比18.18%）、成都

（2家，占比9.09%）、杭州、

广州、南京、镇江、青岛、香

港各1家。

分析发现，物流科技企业大多

集中于产品生产所在地或仓储

地，便于物流配送。



6.3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成立时间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

成立时间有以下特点：

1、成立时间长。物流科技

“独角兽”的成立时间最长有

10年，最短的也有三年（不包

括合并成立公司）。

2、成立时间分散。物流科技

“独角兽”成立时间横跨2007

年至2017年10年，并未出现集

中爆发的年份。



6.4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估值地区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

就估值地区分布来看，

其中深圳（353.26亿美

元）、北京（188.6亿美

元）、上海（68.31亿美

元）、南京（65亿美元）

的估值占据前四。其余成

都、青岛、镇江、广州、

杭州、香港的估值不及50

亿美元。



6.5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

兽”，就行业分布来看，

物流科技“独角兽”涉

及12个行业，其中同城

配送（5家）、综合物流

（5家）、货车匹配（2

家）、货运O2O（2家）

占据前四。其余各行业

仅有1家。



6.6 2019年物流科技“独角兽”估值行业分布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显示，

2019年产业电商“独角兽”

就估值行业分布来看，

估值前五的行业有：物流

网络（估值298.72亿美元，

占比39%）、电商物流

（134亿美元，占比17%）、

综合物流（86.55亿美元，

占比11%）、货车匹配

（77.6亿美元，占比10%）、

同城配送（57.38亿美元，

占比8%）。



七、报告附录

7.1 关于我们



媒体库

专家库

拥有逾3000位经实名注册认证的
记者数据库，全面覆盖境内外以
IT/科技、消费/零售、财经/产经、
金融/证券为主要条线的核心电商
媒体库。

拥有逾1000位囊括企业实战专家、
行业资深专家、第三方研究专家、
电商培训机构讲师、高校商学院
教授等在内的电商智囊团。

资料库

建有电商行业最全开放性数据库、
案例库、报告库、会议库、图书
库、信息图库、法规库、运营实
战库等常备信息资料库，累计超
100万条

政府库

机构库

建有逾数千人的电商行业关联政府
部门数据库，全面覆盖国务院、发
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科技部、
网信办、工商总局、邮政总局、质
检总局、海关、央行、证监会等20
余个部委及其各地方系统、关联行
业协会的高层数据库，并实现报告
不定期直达发送，成为其决策参考
“智库”。

建有逾20000家覆盖天使投资人、
VC/PE、产业资本、券商、基金等
在内的投资者信息库，是电商企业
投融资、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研判的
重要“智库”，成功帮助众多电商
企业融资，帮助机构研判公司估值
与股票走向。

维权平台

近十年来，“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
解平台”，以自身独有的客观公正
性、中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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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累计受理海量用
户网络消费投诉；并有近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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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数十家国内主流电商
平台均已入驻。

移动端

入驻微信公众号、界面JMedia联盟、
今日头条、新浪微博、新浪看点、
UC头条、一点资讯、网易号、凤凰
号、雪球财经等各大自媒体平台，
累计订阅量30万人+，覆盖数百万
业内精准用户，年累计阅读量1亿+。





7.2 产品服务

扫描二维码
下载网经社产品服务资源书



7.3 投融资服务

扫描二维码
进入网经社“电融宝”

瓜分6万亿资金



20年+、10000+电商融资数据库

10万+
创业公司
项目库

20000+
投融资方
数据库



7.4 联系我们

报告审定

曹 磊
网经社总编辑、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电子商务（零售电商、跨境电商、农村电商、大宗电商、服务电商、社交电商、电商
金融、电商物流和电商园区孵化器、政府电商规划促进等）、新零售、O2O、互联网+、共享经
济等领域研究、咨询与服务工作，是我国产业互联网首倡者和推动者。

十余年来，与近百余家电商平台和品牌保持密切合作，调研联系近千家各类电商产业链公司，
并担任多家国内一二线大型平台电商、上市公司战略顾问和海内外多家机构投融资顾问。是我
国电商领域屈指可数的融理论、实践一体的务实专家，具有较大业内影响力。

担任或受聘于国务院《网络商品交易及服务监督管理条例》立法组副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中国经济年鉴(电子商务篇)》主编，以及多个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特聘专家顾
问，屡屡出任清华、北大、交大、浙大等一线高校客座教授主讲专业课程，承担主持多项国家
和省市级重大互联网电商立法、监管、促进和安全等课题项目，具有一定高层影响力。

【专栏】： http://www.100ec.cn/zt/expert_caolei/

【电话】：0571-87756579   【E-mail】：CaoLei@NetSun.com

http://www.100ec.cn/zt/expert_caolei/
mailto:CaoLei@NetSun.com


报告主编

• 陈礼腾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生活服务电商、共享经济、在线教育分析师

【手机】15168211391 (微信号)

【邮箱】O2O@netsun.com

【官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微信ID:i100ec)

【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187号易盛大厦10-12楼

【研究领域】

1、生活服务电商(在线差旅、餐饮外卖、在线票务、在线房产、社区服务等)

2、共享经济（共享单车、网约车、共享充电宝等）

3、在线教育

• 白丽婷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见习数据师

【手机】 18394293707

【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187号易盛大厦10-12楼



欢迎联系

关注官微，下载更多原创数据报告

八、报告附录

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

互联网+
智库

网经社
电商门户

● 全国电商用户投诉服务热线：
0571-888228135

● 全国电商平台反馈热线：
0571-87397953
E-mail：tousu1@NetSun.com

● 官方微博：电商维权顾问
● 中心网站：www.100EC.cn

8.7 联系我们

扫一扫

第一时间进行网络消费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