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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声明    

  

       本报告由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独家编写，依法享有著作权，并有偿使用。 
 
       未经本中心付费购买，任何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丌得擅自下载、复制、
转载、抄录、摘编、销售、出租本报告或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使用本报告。 
 
       已经本中心付费购买的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仅取得本报告的使用权，
著作权等所有其他权利由本中心享有。 
 
       本报告仅供购买人自己作为非商业性质的使用，丌得采用收费或免费的方
式，将本报告内容全部或部分地在任何平台进行公开展示、分享或利用其他方
式进行使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中心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报告特色 

·专业性：通过对用户购物行为和心理的分析，深入研究社
交移动电子商务 

 

·唯一性：国内首部社交移动电子商务报告 

 

·全面性：电商企业与用户双方面的调查分析 

 

·客观性：以客观数据分析为主，主观分析评论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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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     2013年5月9日，阿里巴巴以5.86亿美元购入新浪微博18%的股份，这说明电商正在加速社交元素

的融入。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的融合成为流行的商业实践，随着各大社交网络用户的日渐成熟以及规
模的日益庞大，用户与品牌企业之间的互动交流正在加剧，且用户之间的相互分享正在产生着交叉营
销效应，使社交网络的广告效益不断凸显。 

 

•     2011年移动电子商务呈爆发式发展，它从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改变人们的习惯，截至2012年12月，
中国移动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65亿元，同比增135%，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预计到2013
年这一数字有望达1300亿元。 

 

•     移动电子商务现在已是传统电商企业争夺的一块“大蛋糕”。京东、淘宝、苏宁易购、凡客诚品、
当当网、亚马逊中国等均相继推出各种类型操作系统的手机客户端产品。未来有更多的传统电商企业
将进入这个领域，由此可见他们在这个新领域的较量又将展开。 

 

•     2008－2011年，中国消费者网络支出比例从11.8%提升到14.3%，人均在线支出有望每年增加15%，
相当于消费支出增幅两倍多。到2015年，中国的互联网人口覆盖率就将超过50%，而2011年的覆盖率
为38%。如果忽视互联网企业很难在中国有重要影响，这不仅是在获得营收方面，而且是与消费者的
互动，企业应更重视互联网战略。 

 



 销售渠道变了（实体－虚拟） 

 营销手段变了（实物－流量） 

服务对象变了（代理商－消费者） 

经营环境变了（区域－全球） 

作业流程变了（产品－消费者） 

关注目标变了（销量－消费者体验） 

    社交网购与移

动购物让买家、卖

家以及社会群体之

间悄然发生了变化 



二、报告概述 
• 2.1 数据来源 

 

      ——行业公开披露信息 

    ——30家 B2C电商企业重点问卷调查  

    ——800位 网民专项问卷调查 （http://www.100ec.cn/zt/ydds/） 

    ——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咨询公司发布数据  

    ——电子商务企业历史发布数据 

    ——其他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定内部数据来源  

 



 
 

• 2.2 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分两部分：网民调查与典型电商企业调查。 

     据统计，本次调研问卷有选择性地发送到全国各地1000位有针对性用户，

其中934为积极参与并予以反馈。最终选择80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其中男

性411位，女性389位。 

     典型电商企业调查方面，问卷有选择性地发送到中国TOP50电商企业，最

终回收30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他们包括： 
 



…… 



• 2.3 调研方法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秉承科学严谨的市场研究方法设计，通过行业监测、企业调研与深度访
谈获等方法取一手资料，利用产业链各环节深访信息的交叉验证，提高数据与信息的准确性。  

  
        同时，通过严谨的研究，信息与数据进行交叉核实，尽可能确保数据与信息的可靠性、客观性

与前瞻性。 
  
 

• 2.4 课题进度 
 
2013年3月— 5月（问卷设计阶段） 
2013年5月— 6月 （数据统计阶段） 
2013年6月— 7月 （研究成文阶段） 

 
 
• 2.5 补充说明 

 
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所有涉及金额一律为人民币RMB。 



三、行业篇 

201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    

         

团购网站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 
测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12月中 
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13205 
亿元，同比增长64.7%，预计2013 
年有望达到18155亿。 
 
    其中，京东商城交易额突破 
600亿元； 苏宁易购全年销售额 
达183.36亿元。 
 
·电商造节的效果，特别是年末 
“双十一”、双十二”让网购交 
易额再冲击了一把； 
·网购用户的不断增长，越来越 
多的人接受网购并加入到该行列 
中来； 
·网上购物相比实体店购物有一 
定的价格优势 。 



团购网站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2012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占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是 
衡量电商对消费促进作用的 
重要指标。 
 
    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 
12月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 
规模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6.3%，而这个比例数 
据在2011年仅为4.4%。这 
也或许意味着电商改变零售 
业格局的开始。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预计，这一比例还将保持扩 
大态势，到2013年达到 
7.4%。 



团购网站 

2012年中国网络零售企业市场占有率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100ec.cn)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中国B2C网络零售市场（包括平台式

与自主销售式）上，排名第一的依旧是天猫商城，占52.1%份额；京东商城名列第二，占据22.3%份额；位于
第三位的是苏宁易购开始后来居上，达到了3.6%份额。 
 
    后续4－10位排名依次为：腾讯B2C（3.3%）、凡客诚品（2.7%）、亚马逊中国（2.3%）、库巴网
（1.4%）、当当网（1.2%）、易迅网（0.6%）、新蛋中国（0.3%）。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2012年度中国网购用户规模   

   

解读：2012年中国网购用户规模达2.47亿人，而2011年数据2.03亿，同比增长21.7%。 

 

我们认为：网购用户规模
增长的原因包括： 
 
·网络购物环境日趋完善
与成熟； 
 
·快捷方便不受地域限制； 
 
·政府监管以及物流支付
环境的日益成熟； 
 
·网购已成融入人们的生
活。 
 
    预计2013年年底中国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将达到
3.1亿人。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2012年度中国移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
示，截止到2012年12月，中国移动电子商
务市场交易规模达到965亿元，同比增
135%，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我们预
计：到2013年这一数字有望达1300亿元。 
 
原因解读： 
 
  ·手机用户数量和用手机上网用户数量
攀升； 
 
  ·廉价智能手机及平板电脑的大量普及； 
 
  ·上网速度、无线宽带、资费下调 
 
  ·传统电商沉淀，为移动电子商务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2012年度中国移动电子商务用户规模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12年移动电子商务用户规模约达25050万人，
较2011年的15000万人同比增长67%。预计到2013年这个数据将增长到37250万人。 
 



四、社交网购篇 
社交网购定义 
    

        社交网购领域包含一些电子商务站点，用户在在线购物过程中可以进行互动。社
交购物站点可大致分为三种形式： 

  

团购网站 购物社区 推荐网站 

    在美国，Groupon在团购网 
站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紧随其后 
的是获得充足投资LivingSocial
和BuyWithMe。这些网站吸引用
户来以批发的价格购买商品。国
内比较知名的团购网站有拉手网、
糯米网、窝窝团、美团网等等。 

     购物社区就相当于一个酒吧，
人们在那里花时间（和钱），与
思想接近的人谈论书、毛衣编织、
酒等等。 
    国外Facebook和Twitter提
供了开发者工具和API，方便了
开发者将真实朋友间的互动与网
站进行整合。 
    国内美丽说和蘑菇街新型购
物社区,爱美达人一起分享购物
经验搭配心得。 

       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比较 
老的公司，比如Bazaarvoice、 
Power Reviews，当然还有亚马逊 
点评（Amazon Reviews）。现实 
生活当中相应的互动形式就是在
一家商店里面向另一位顾客询问
建议。 
    这些点评都是来自你所认识
的人，可能会比来自陌生人的点
评更值得信任。如果这种模式的
产品点评最终能替代传统的网站
推荐，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让顾客、卖家、社会群体间发生关系的社交平台 

        调查显示，其中100%的电商企业认为各类社交APP应用和微信是让顾客、卖家以及社会群体间

最容易互动也是最受青睐的。排在第二位的是微博，有86.7%的企业是这样认为。第三位的是各类

社交导购网站，占其中的83.3%。 

   解读：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认为，社交APP应用和微信的受欢迎程度与目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流

行密不可分。伴随着社交APP应用的发展中国社交网络的商业化渐有起色，可以看到的是社交网络应用还远
远未触及天花板，未来仍然大有潜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社交APP的应用也出现两极分化，有数据表明，80%以
上的手机网民只使用下载的不超过20%的应用。 



网购人群的性别比例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男性网购者相对比女性多，但两者之间差距不大。从下图中看 
出，51.4%的男性平时会网络购物，而女性网购者占48.6%。 

 

        解读：网购已经从女人“专利”中走了出来。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普及，网购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
活当中。不论男女都加入到了其中。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男女在购物比例、消费金额、风险感知及广告态
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男性更加理性,女性更加感性;男性注重消费本身,女性注重消费过程等。 



网民的网购年限 

     被调查的网民网购年限主要分布在2-5年（32%），接下来分别是2年以下（28%）、5-8年

（22.5%）、8年以上（14%）和其他（3.5%）。 

   解读：从2007-2013可以说是网络购物飞速发展的5年，相当数量的网民在这个时间段加入到网购行列中。

这与网络购物环境日趋完善与成熟、快捷方便不受地域限制的特性、政府监管、物流支付环境的日益成熟以
及网购已成融入人们的生活等分不开。 



  解读：网民对于知名度高、口碑好、信誉度高的网站相对信任。他们选择的购物网站都是在国内发展相对稳定、在电商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购物平台。 

过去六个月网民访问除淘宝外的电商网站 

       接受访问的网民中过去六个月访问最频繁的网站，京东占41.5%。凡客诚品排在第二，占16.5%。接下来分别是 

当当网（12.5%）、亚马逊中国（9%）与苏宁易购（5.5%）。 



   解读：近年来,随着出国旅游的市民越来越多,以及一些电子商务网站推出的海外代购业务的兴起, 加之人民币升值,近

期国外代销成倍增长, 国内消费者也可以分享来自国外的打折商品。 海外代购主要集中在化妆品、奶粉、箱包类、鞋帽类、
服装、电子产品、高档手表饰品、食品、个人运动器材、海外特产等产品领域。尤其对于海外代购奢侈品女包的代购来说,

基本能做到代购价格比国内专柜便宜两成以上。 

网民购买海外商家商品的主要渠道 

       从调查结果看，网民最中意通过淘宝网上代购店铺购买海外商品（81%），9%的人愿意去国内专业海外 

代购网站购买，还有8.5%的人在境外B2C网站上直接购买。  



      关于购买海外商品目前有两种跨国网购渠道，如下图：  



五、移动购物篇 
 
  
 网民在移动设备上购物的地点分布 

       数据显示，50.5%的人会选择在家里进行手机购物，25%的人会在乘坐交通工具（相对路程时间较长的时候） 

购物，还有20%的人会选择在商场进行购物。在商场时一般会对商品进行网上搜索看重商品，然后比价，最后找到 

价廉物美的平台进行下单购买。还有15%的人选择其他比如上班、排队等号的时候。 



 
 

手机网购人群年龄分布   

        

       解读：移动网购人群更加年轻化，这部分与移动互联网使用人群总体人群较年轻有一定的关联。对于
品牌商来说，明确的分析移动平台上的用户结构，并制定适合移动端的消费人群定位的品类上架和展示方
案等才能更好地抓住互联网移动化趋势的红利。 

     据CNNIC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手机网购的用户人群已经达到5544万人，占手机用户的

13.2%。较2011年的2347万人，增长幅度超过136%。手机网购的年龄分布主要在18-24岁（36.5%）与
25-30岁（34.7%）。 



 
 

电商企业开展移动电商的时间 

      调查数据显示，42.9%的电商企业在3年前已经开展了移动电商。2年前和1年前的占比分别是5.3%和4.2%。 

其中14.1%的电商企业还未开展移动电商业务，仍然有12.1%的电商企业正在积极筹备这项业务。 

六、电商企业篇 



       电商企业移动客户端的人口成分分析 
  

       年龄层分布 

       从调查的企业来看，他们移动端的用户年龄相对年轻。其中所有30家企业都拥有20-30岁的年龄段的用户；50%

的企业拥有30-40岁年龄段的移动端用户；从图中可以看出50-60岁和60岁以上年龄段的移动端用户相对较少；只有

6.7%和3.3%的电商企业有这两个年龄段的用户。 

       解读：电商用户的大迁移正在进行，移动互联网变现的通路之一电商正在加速加开。不过目前的年龄段偏年轻， 

这与年轻人接受新事物速度较快有关。 



     电商企业发展移动电子商务的动机 
  

       数据显示，100%的电商企业认为发展移动电商能够引流并促进订单成交，93.3%的企业认为通过移动电商能够 

改善用户体验，80%的企业认为可以抢占行业制高点，33.3%的企业认为是展示企业形象的需要。 

       解读：B2C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各电商企业都不能不重视，要不断创新。移动电商将会是电商企业们下一个流量入口和 

“战场”，抢占先机至关重要。 



       中国电商企业移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2012年中国Top30电商企业的移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集中在1000-5000万元，占33.3%。1000万以下与5000万-1亿 

的电商企业都是有16.7%。10-15亿元和15亿元以上的交易规模都是占到了6.7%。 

       解读：中国电子商务企业的移动电商交易规模差距悬殊。绝大数的电商企业在移动电商上的发力刚刚起步，来 

自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已具有规模的电商企业的竞争压力巨大，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2-2013 年度中国最佳移动购物体验网站榜单  



七、趋势篇 

•    趋势一：社交电商要落脚在“用户体验”上——目前这种新型的购物模式才略显成型，其

中的利与弊虽无法做出准确的预判，但这种创新却值得关注，新颖的购物模式与传统的行业终
究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社交电子商务也好，O2O模式也罢，最终还是要落脚在“用户体验”
四个字上，用户对这种新模式的认可和接纳才是王道。 
 

•   趋势二：社交平台联姻电商成趋势——在当前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社会化媒
体与电子商务的相结合，可以快速、便捷地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更适合现代人群的消费模式，
也更为人所接受。 
 
   随着社交平台与电子商务结合形成的市场格局刚刚略具雏形，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还需要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化媒体与电子商务结合方式不断
的探索，这种购物方式不断的深入，社交平台与电子商务的合力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   趋势三：移动电商已经由1.0时代步入3.0时代——1.0时代移动电商只是对网站流量入口的
补充和购物渠道的延展增加，2.0时代独立的无线电商纷纷出现，3.0时代的移动电商已成为国
内大部分主流电商的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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