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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企业 100 强榜单》发布

“电商百强榜”总值近 6 万亿元 占上半年国内 GDP12.92%

8 月 26 日，国内知名电商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发布了

《2019 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企业 100 强榜单》。

该“电商百强榜”数据来自网经社“电数宝”大数据库，依据我国电商上市

公司市值（截至 2019 年 6 月 28 日最后个交易日）、电商“独角兽”公司估值（截

至 2019 上半年），开展数据统计和分析研究，全面涵盖零售电商、B2B 电商、

跨境电商和生活服务电商（未统计在线教育和在线医疗）四大领域。

据悉，入选“电商百强榜”的公司总值（市值或估值）最低门槛达 20 亿元

人民币（以下同）。此外，7月新上市的国联股份、三只松鼠和值得买的市值均

高于榜单门槛的 20 亿元人民币，且上市后市值涨幅明显，因此以上市前的 IPO

市值为统计样本计入榜单内。此外，估值 10 亿人民币至 10 亿美金的“千里马”

电商企业，因公开披露数据较少，故未统计在内。

榜单数据显示，2019 上半年电子商务 100 强企业总值 5.82 万亿元。其中，

零售电商企业总值 4.34 万亿元，生活服务电商企业总值 1.25 万亿元，B2B 电商

企业总值 0.163 万亿元，跨境电商企业总值 0.073 万亿元。

入选“电商百强榜”的前 46 家电商上市公司分别是（按市值高低依次排列）：

阿里巴巴、美团点评、京东、小米集团、拼多多、携程旅行网、苏宁易购、58

同城、唯品会、前程无忧、瑞幸咖啡、同程艺龙、南极电商、宝尊电商、哈啰出

行、云集、国美零售、趣店、乐信、跨境通、猫眼娱乐、上海钢联、卓尔智联、

微盟集团、华鼎股份、联络互动、中国有赞、冠福股份、宝宝树集团、生意宝、

天泽信息、歌力思、优信、三只松鼠、焦点科技、御家汇、慧聪集团、1药网、

齐屹科技、国联股份、途牛、科通芯城、寺库、广博股份、蘑菇街、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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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电商百强榜”的前 54 家“独角兽”电商分别是（按估值高低依次排

列）：滴滴出行、瓜子二手车、美菜网、大搜车、汇通达、首汽租车、万达电商、

爱回收、曹操专车、ofo、小红书、淘票票、每日优鲜、中商惠民、土巴兔、找

钢网、途虎养车、孩子王、良品铺子、谊品生鲜、欧冶云商、曹操出行、微店、

贝贝集团、口袋购物、辣妈帮、ETCP 停车、百果园、客路旅行、我买网、驴妈

妈、易久批、易果生鲜、斑马快跑、蜜芽、首汽约车、艾佳生活、要出发、1919

酒类直供、执御、人人车、返利网、车置宝、便利蜂、波奇网、车猫二手车、车

易拍、酒仙网、卷皮网、转转、洋码头、婚礼纪、58 到家、马蜂窝。

据该榜单编制发布方、我国知名电商智库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负责人

曹磊主任表示，此次公布的《2019 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企业 100 强榜单》上

榜电商，无疑是集中了当下我国电商“平台经济”最优秀的“头部平台”，并

且榜单采用的数据是来自资本市场和投融资市场公开披露的客观数据，具有很

强的真实性和广泛的代表性，因此榜单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而近日，国务院发

布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要优化平台经

济发展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政策对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是利好。

在深度研究了上榜的 100 强电商数据后，曹磊指出主要呈现出以下七大特

征：

一是整体规模不断攀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

2019 上半年电子商务 100 强企业总值 58,262.33 亿元，占 2019 上半年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 450,933 亿元的 12.92%，电子商务整体规模呈现不断攀升的态势，

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

在“电商百强榜”中，上市电商企业共 46 家，“独角兽”企业 54 家。“独

角兽”企业虽在数量上领先于上市电商企业，但从总值范围分布来看，“独角兽”

公司“寡头效应”更为显著，估值 1000 亿元以上的企业仅为 1家。相反，上市

电商企业在总值 500 亿元以上的占比高达 90%。上市电商强有力的市值竞争力，

主要是源自充裕的现金流优势而促进的盈利模式的扩张。充足的现金流为后续一

系列的企业业务拓展和行业并购做支撑，不断将业务延伸至其他相关领域，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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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物流、广告、云计算、科技、城市、政务等，最终形成“飞轮效应”，以阿

里巴巴进而京东最为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 50 亿元至 100 亿元、从

100 亿元至 150 亿元、从 150 亿元至 200 亿元的总值范围分布区间来看，“独角

兽”电商公司数量，分别三倍、二倍、一倍地超过电商上市公司数量。这表明，

“独角兽”电商公司不仅整体数量和实力强大，而且后备力量充足、梯队结构完

善；若在未来实现 IPO，“独角兽”们还将爆发更大发展潜力。

二是重点电商分布集聚北上杭，“第一梯队”城市占比超 70%

从“电商百强榜”所在城市的分布数量来看，排名 10 家以上的第一梯队的

有三个城市：北京 33 家、上海 22 家、杭州 14 家；拥有 2至 10 家的第二梯队有

5个城市：南京 8家、深圳 5家，武汉 4家、广州 2家、香港 2家；分布 1家的

第三梯队有 10 个城市：长沙、芜湖、金华义乌（县级市）、厦门、泉州、成都、

宁波、苏州、太原和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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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城市的电商总值排名来看，100 强数量位居第 3的城市杭州以总值

31,660.75 亿元位居百强电商城市总值第一，主要是来自阿里巴巴 30,300.49 亿

元市值的绝对领先体量。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体城市，不仅拥有 22 家百强电

商，总值 5,687.26 亿元，还拥有拼多多和携程 2家超千亿市值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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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凭借首都强劲的“吸金力”和各类资源、信息、人才、政策等优势形成

“虹吸效应”，拥有 33 家，规模总值为 16,563.21 亿元。榜单前 10 中的 6家都

布局在北京，包括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京东、小米集团共 4家总值超千亿的集

团。作为最具吸引力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北京的电商企业数量最多且

“含金量”最高，正在引领全国电子商务大发展。

三是零售电商市场快速增长，是拉动消费市场的“生力军”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加大，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而电商有望成为推动消费的“生力军”。利用互联网对传统零售业进行“互联网

+”升级，实现线上线下融合，有利于全面提振零售业，在推动消费中发挥出更

大作用。同时，非实物商品的线上交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消费领域也不断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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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电商百强榜”在电商各细分领域分布上，零售电商 50 家占比

74.47%，占据上榜公司总数的 3/4 之多，其中阿里巴巴、小米、京东、拼多多、

苏宁易购、瓜子二手车、唯品会、南极电商、大搜车集团、万达电商位居电商

百强榜零售电商领域总值 TOP10。此外，生活服务电商 28 家占比 21.52%，B2B

电商 14 家占比 2.79%，跨境电商 8家占比 1.22%。

从行业发展的走势看，只要支撑网络零售快速发展的产业基础、模式创新、

技术应用、用户习惯没有改变，即便网络零售未来增速会随着整体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逐步放缓，但未来前景依然不容小觑。

四是产业互联网方兴未艾，成为电商下一个“风口”

我们注意到，2019 上半年“电商百强榜”B2B 电商公司共 14家企业上榜，

占比仅为 2.79%。其中，上市公司 8家，包括：上海钢联、卓尔智联、冠福股份、

生意宝、焦点科技、慧聪集团、国联股份、科通芯城；“独角兽”公司 6家，包

括：美菜网、汇通达、中商惠民、找钢网、欧冶云商、易久批。总体来看，上榜

的 B2B 电商“独角兽”公司的总估值和平均估值，均比同类上市公司市值要高。

这反映出 B2B“独角兽”公司的估值存在较大水分“泡沫”，而 B2B 上市公司的

市值目前在二级市场被低估，后续应该具有较大的发展与投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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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产业互联网已迎来风口，接下来的二十年将是产业互联网爆发黄金时

代。而决胜的关键在于“重度连接”，在产业互联网中除了保持平台核心优势外，

也必须做大产业生态，携手更多伙伴完善互联网服务的生态，互惠互利，达成平

台、企业、第三方的三赢局面。从某种角度而言，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科

技创新；企业发展的外驱力，是产业互联网。我们认为，未来最大的市场力量，

无疑是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五是 2019 再次迎来“上市潮” A 股电商上市公司再次“开闸”

电商上市公司“板块”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尤其是近两年内新增数量的快

速增长，更凸显了资本市场对于这一类“新经济”类企业的青睐。2019 上半年

“电商百强榜”表明，截止日前已上市的电商公司达 46 家，总市值达 47,745.18

亿元，占 2019 上半年沪深两市 A股总市值 58.35 万亿元的 8.18%。

其中，2018 年 13 家电商企业的成功上市，创下了最多电商上市的年份记录，

包括本次百强榜中零售领域的拼多多、小米、蘑菇街、有赞、宝宝树、优信、御

家汇、1药网和团车，还有生活服务领域的美团点评、同程艺龙和齐屹科技。

2019 年的“上市潮”似乎来势更猛，仅截止今年 7月底就已有 8 家新上市

电商公司，包括入选百强榜的云集、微盟、如涵、三只松鼠、值得买、国联股份、

瑞幸咖啡和猫眼娱乐，都先后在 2019 年上半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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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2018 年 13 家上市的电商公司中，除御家汇为 A股外，其余均

扎堆在美股和港股海外 IPO；而 2019 年仅前八个月不到，就有值得买、三只松

鼠和国联股份 3家在登陆 A股。我们预测：伴随着“科创板”的开启，2019 年

还会有更多电商公司登陆 A股沪深两市实现 IPO。

电商公司选择海外上市的主要原因是，除很多公司 VIE 红筹架构外，海外市

场上市使得资本市场对其想象空间更大，更易受到资本追捧。此外，上榜的 8

家电商选择港交所上市。香港作为内地企业接受度最高的海外市场，并于 2018

年接纳“同股不同权”的重大改革是吸引众多“新经济”类公司的主要原因，成

为最多上市公司登陆的交易所。就整体而言，上市公司入驻资本市场，能够优化

公司结构，无论从融资能力还是管理层面，都将更好地帮助企业在稳健有序中持

续发展。

六是“独角兽”公司快速增长，成为电商重要组成部分

在“电商百强榜”中，54 家电商“独角兽”的零售电商数量最多，为 27 家，

其次是生活服务电商 18 家，B2B 电商 6家和 3家跨境电商。虽然有着零售电商

第一“独角兽”的瓜子二手车——618.03 亿元的估值，但由于零售行业整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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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薄利，因此 3,270.82 亿元的领域总值次于生活服务电商。生活服务电商“独

角兽”凭借“兽头”滴滴出行 3,845.52 亿元的高估值，以 5,755.44 亿元的总值

位居“独角兽”领域总值第一。另外，B2B 电商“独角兽”总值 1,147.54 亿元，

为第三；跨境电商“独角兽”343.25 亿元的总值排名末尾。

零售电商“独角兽”们在未来通过拓展业务来提升估值已成为必然趋势。如

凭借母婴电商贝贝网起家的贝贝集团，先后打造了贝店、贝贷、友团等一系列平

台，以满足用户消费、创业、金融、社区服务等多元化的需求，初步形成“闭环”。

而作为生鲜电商“独角兽”的每日优鲜未来将优化冷链物流，通过打造“毛

细血管”带动多元场景协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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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也为大量“独角兽”的诞生提供了基础环境。我们

认为，而电商独角兽的诞生与行业热度、政策支持、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七是资本遇冷融资难度提升，电商“寒冬”悄然而至

2019 上半年“电商百强榜”上榜企业如爱回收、辣妈帮等都在获得融资。

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电数宝”数据库显示，2019 年上半年，国内电商

市场共监测到 225 起融资事件，总金额 411.1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39.35%、

60.80%。在融资轮次上，2019 上半年电子商务投融资基本集中于 A轮、天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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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B轮，意味着有不少平台正在兴起。同时，投融资越到后期越发困难，优胜劣

汰，越发考验平台的商业模式的成熟性与可发展性。

“大浪淘沙”，我们发现：“电商百强榜”上榜公司在今年资本寒冬中愈加

显得“寒冬傲梅 逆势绽放”，上半年获得融资的电商包括：瓜子二手车母公司

车好多集团获得 15 亿美元融资，估值 618.03 亿元，位列百强榜第 10 位；易久

批获得华平投资 1亿美元 D+轮融资，估值达 85.83 亿元，位列百强榜第 56 位；

婚礼纪获得了 7000 万美元 D1 轮融资，估值 68.67 亿元，位列百强榜第 78 位等。

但从整体来看，资本市场遇冷，融资难度大大提升，电商增速放缓等一系列

内忧外患的因素，更考验各个平台商业模式的成熟性与可发展性。（文/网经社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张周平、见习数据师双海容）

附：《2019 上半年中国电子商务企业 100 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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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网经社“电数宝”（www.100ec.cn/zt/dssjk）数据库

媒体中心：“电商媒体智库服务” www.100ec.cn/zt/media

http://www.100ec.cn/zt/dss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