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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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中国网络零
售市场数据报告》”，不得
篡改报告内容。

2、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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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为人民币；本报
告数据除特殊说明外，
一般不含港澳台。

4、数据来源：网经社“电数
宝”(DATA.100E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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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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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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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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行业类】 【零售电商类】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电商人才状况调查数据报告》 √    

《中国电商上市公司数据报告》 √    

《中国新三板挂牌电商公司数据报告》 √ √   

《中国泛电商“独角兽”数据报告》 √ √   

《中国泛电商“千里马”数据报告》 √ √

《中国物流科技市场数据报告》 √ √   

【生活服务电商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生活服务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移动出行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共享经济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互联网大健康市场数据报告》 √ √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度 季度 月度

《中国零售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二手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汽车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社交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母婴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跨境电商类】

【产业电商】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监测数据报告》 √ √   

《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进口跨境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跨境电商服务商市场数据报告》 √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产业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   

《中国大宗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工业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快消品B2B市场数据报告》 √    

《中国钢铁电商市场数据报告》 √    

【投融资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
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投融资数据报告》 √ √ √ √

《中国产业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零售电商投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二手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汽车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社交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互联网大出行融资数据报告》 √    

《中国互联网大健康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在线教育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物流科技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中国跨境电商行业融资数据报告》 √  √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报告发布计划

【消费权益类】

报告名称 年度 半年度 季度 月度

《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 √ √ √  
《中国十大电商行业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电子商务法律报告》 √    
《中国电商平台消费评级数据报告》 √    
《中国电商消费主题调查报告》 √    
《中国跨境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汽车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二手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生鲜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社交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在线旅游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在线外卖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   
《中国在线教育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电商物流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海淘转运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母婴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交通出行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导购类电商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中国在线票务消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 √    

扫码关注 不容错过



一、行业数据

三、上市公司数据

四、独角兽和千里马公司数据

五、融资数据

目录

六、评级数据

二、热门行业数据



一
行业数据 

l交易规模

l用户规模

l社零占比



一、零售电商行业数据
1.1 交易规模：上半年达突破6万亿元

据“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库
显示，2021年上半年，国内网络零售市场交易
规模达62791亿元，预计2021年全年网络零售达
13.64万亿元，同比增长14.43%。

从2015年到2021年，网络零售交易规模持续增
长。2015-2017年，增速保持在超30%，此后徘
徊在20%左右。



一、零售电商行业数据
1.2 用户规模：预计全年突破8亿人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1年上半
年国内网络零售用户规模达8.2亿人，预计
2021年用户规模达8.58亿人，同比增长8.74%。
截至2020年6月30日，京东年活跃用户总数达
到5.319亿，同比增长27.4%；拼多多活跃买家
为8.499亿，同比增长24%；阿里年活跃用户数
为8.28亿，单季度新增1700万。

从2015至2017年网购用户的增速逐年下降，
2018年有小幅回升，2019年相较前几年，回升
明显。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增速为7.78%，
回落明显。2021年预计会有所回升，增速为
8.74%。



一、零售电商行业数据

1.3 社零占比：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占比接近三成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1年上
半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为62791亿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1904亿元，
上半年社零占比达到29.63%，接近三成。

其中，社零占比从超一成到两成经过四年，
去年年底突破30%，今年上半年有所回落。



二
十二大行业

数据

l农村电商

l社交电商

l直播电商

l汽车电商

l母婴电商

l家电电商

l生鲜电商

l美妆电商

l社区团购

l医药电商

l二手电商

l电商SaaS



2.1 农村电商：交易规模预计达到37213.01亿元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预计2021年我国农

村电商市场规模达到37213.01亿元，同比增长17.93%。2014

至2020年农村电商GMV分别为1800亿元、3530亿元、8945.4亿

元、12448.8亿元、17050亿元、22898亿元、31533.4亿元。

2015-2020年，农村电商增速依次为96.11%，153.41%、

39.16%、39.96%、34.29%、37.79%。

网经社定义为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资

源对接等功能，并通过电商平台打通农业、农村、农民与城市

的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目前，农村电商市场存在七大类玩家：

1）综合平台电商：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苏宁易购等；2）

农资电商：农村淘宝、农商1号等；3）农产品电商：鲜直达、

链农等；4）网络品牌电商：三只松鼠、百草味、等；5）生鲜

电商：小农女、顺丰优选、中粮我买网、本来生活等；6）信

息服务类：村村乐、农管家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2 社交电商：预计全年GMV逼近3万亿元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预计2021年社交电商

交易规模达到28650.5亿元，逼近3万亿元。

其中，从增速来看，2016年增长率高达98.19%，2019年同比增

长71.71%，受疫情影响，2020年增长11.62%，增速呈下滑趋势，预

测2021年增速回升至24.56%，呈上升趋势。

网经社将社交电商定义为零售电商的一个分支，狭义上是指

借助社交网站、微博、社交媒介、网络媒介的传播途径，通过社交

互动等手段来进行商品的购买和销售行为。从广义上来看，社交电

商包括拼购类、分销类、社区类、导购类、工具类、内容直播类等。

主流模式包括， 1）拼购类：拼多多、京东拼购、京喜、淘宝特价

版、小鹅拼拼等；2）分销类：爱库存、斑马会员、贝店、芬香等；

3）社区类：小红书商城、宝宝树、年糕妈妈、有好东西等；4）导

购类：什么值得买、一淘网、返利网、55海淘网等；5）工具类：有

赞、微盟等； 6）内容直播类：小红书、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3 直播电商：预计2021年交易规模达到23500亿元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预计2021年交易规模达到23500亿元，

同比增长82.87%。2017-2020年，国内直播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分别为：196.4

亿元、1354.1亿元、4437.5亿元、12850元。其中，2018年增长率高达

589.46%，2019年-2020年增长率分别为227.7%、136.61%，依旧保持三位数的

增速。

网经社将直播电商定义为商家/品牌等借助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直播板

块来触达用户，让用户了解产品各项功能及促销信息，从而实现购买的交易

行为。目前直播电商包括综合电商类、MCN机构类、直播APP类、服务商类、

电商主播类五大类型。

主流模式包括，综合电商类：抖音直播、快手直播、淘宝直播、蘑菇街

直播、京东直播、苏宁直播、多多直播等；MCN机构类：如涵、谦寻文化、交

个朋友、聚匠星辰、宸帆集团等；直播APP类：微拍堂、玩物得志、有播、地

鼠湾、闪卖、天天鉴宝等；服务商类：有赞、微盟、传播物、闪卖侠、魔筷

科技等；电商主播类：薇娅、李佳琦、张大奕、雪梨、罗永浩 、辛巴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4 汽车电商：增长预计下滑近7%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预计2021年汽车电商市场规

模约为12052.9亿元，同比增长6.89%。 

2011-2020年，我国汽车电商市场规模不断增长，至2021年市场

规模突破12000亿大关。其中，2015年增长率高达50.59%，2020

年受疫情影响，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增速呈下滑趋势。

到2021年有所回暖同比增长28.6%。

网经社将汽车电商定义为是卖家与买家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和手

段，实现汽车后服务的在线化，便捷化和扁平化。主流模式包

括，综合类：拼多多、京东、天猫；C2C类：瓜子二手车、人人

车、车猫、好车无忧等；C2B类：车置宝、迈迈车、天天拍车、

车享二手车、车开新二手车、车小胖等；B2C类：优信、优车诚

品、淘车、车王二手车、卖好车等；B2B类：大搜车、开思、中

驰车服、三头六臂、优信拍、好汽配等；O2O类：福佑卡车、车

蚂蚁、途虎养车、汽车之家、养车无忧、易车网、花生好车、

273二手车、花生好车。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5 母婴电商：连续五年增速放缓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商的不断发展，母婴电商在“二胎政策”及

专业化育儿需求等因素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据“电数宝”电商大

数据库显示，2011-2019年，我国母婴电商交易规模不断增长，

2020年交易规模突破万亿大关达10000.5亿元，同比增长9.79%；

预测2021年母婴电商市场规模为11000亿元。其中，2014年增长

率高达111.39%，从2015年-2020年增速分别为，98.34%、38.9%、

27.29%、20.37%、18.67%、9.79%增速持平缓下滑，预测2021年

增速为9.99%，呈上升趋势。

网经社将母婴电商定义为通过妈妈和孩子群体切入，以提供母婴

商品及母婴服务为主的电商平台。目前母婴电商有综合类、垂直

类、社区类等模式。主流平台包括： 1）综合类：拼多多、京东、

天猫、唯品会、淘宝、考拉海购、聚美优品、洋码头等；2）垂

直类：贝贝、蜜芽、红孩子、宝贝格子、好孩子等；3）社区类：

美囤妈妈、辣妈帮、亲宝宝、妈妈帮、年糕妈妈、宝宝知道等；

4）品牌供应商：领冠、飞鹤、君乐宝、惠氏、雅培、美素佳儿、

帮宝适、安儿乐、雀氏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6 家电电商：GMV突破8000亿元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1年预计我国家

电电商交易规模达到8320.2亿元，同比增长18.49%。

2015年至2020年家电电商交易分别为2800亿元、3500亿

元、4100亿元、5000亿元、6107亿元、7021.3亿元，增

速依次为33.33%、25%、17.14%、21.95%、22.14%、

14.97%。

家电电商增速在2015年达到顶峰后迅速回落，此后五年

间增速在20%左右徘徊。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据“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1年上

半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达2362.1亿元，预计年底达4658.1亿元，同比增

长27.92%。此外，2014年至2020年，生鲜电商交易规模（增速）分别为：

290亿元（123.07%）、542亿元（86.89%）、914亿元（68.63%）、

1402.8亿元（53.47%）、1950亿元（39%）、2554.5亿元（31%）、

3641.3亿元（42.54%）。

网经社定义生鲜电商为零售电商这一大赛道下的分支，以蔬菜、

水果、肉禽蛋类等生鲜品作为核心商品，利用互联网将生鲜品通过电商

仓库等传统快递方式配送，或是通过到店、到家、社区团购、周期购等

模式到达消费者手中。目前生鲜电商模式包括O2O模式、前置仓模式、到

店+到家模式、社区团购模式、周期购模式等。 

目前玩家有：1、传统生鲜电商：天猫生鲜、京东生鲜等；2、O2O：

京东到家、美团闪购等；3、前置仓模式：每日优鲜、美团买菜等；4、

到店+到家模式（店仓一体化）：盒马鲜生、小象生鲜等 5、社区团购模

式：兴盛优选、多多买菜等；6、B端生鲜电商：美菜网、宋小菜、链菜

等；7、周期购模式：物美、麦德龙等。

2.7 生鲜电商：预计年底达4658.1亿元 增速下滑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8 美妆电商：2021年预计交易规模为3115.6亿元 增长不到10%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预计

20 2 1年我国美妆电商市场规模达到

3115.6亿元，同比增长7.06%。2015年至

2020年美妆电商交易规模分别为2049亿

元、2222亿元、2514亿元、2619亿元、

2757.8亿元、2910.1亿元。

2015-2020年，美妆电商增速依次为

12.27%、6.44%、13.14%、4.17%、5.29%、

5.52%。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9 社区团购：预计市场交易规模破千亿元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预计2021年社区团购交易规模将

破千亿，达3056.1亿元，同比增长306.77%。

2019年国内社区团购市场交易规模340亿元，同比增长300%。2020年

达751.3亿元，同比增长120.97%。社区团购交易规模保持增长，但

是增速出现骤降趋势。

网经社定义为以社区为中心，以团长为分发节点，社区居民通过微

信群，小程序等工具团购水果生鲜、日化美妆等。平台根据订单发

货至团长，最终用户线下自提或团长配送从而完成购物流程。目前

社区团购有原生创业型、供应链服务型、快消B2B型、零售型、平台

孵化型等类型。在社区团购产业链中的玩家包括：1）原生创业型：

老王社区、食享会、松鼠拼拼、东八区、豌豆先生、你我您等；2）

供应链服务型：蝌蚪精选、直通仓、社比邻等；3）快消B2B型：兴

盛优选、美家优享、1号生活等；4）零售型：味罗天下、盒社群、

邻邻壹、苏果优选、天仙配等；5）平台孵化型：小区乐、友家铺子、

每日一淘、同城生活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10 医药电商：2021年预计交易规模为1836.13亿元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预计2021年我国医药

电商GMV达到1836.12亿元，同比增长35.99%。2015年至

2020年医药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分别为133.4亿元、267.8

亿元、457.7亿元、657.4亿元、1350.1亿元。2015-2020

年，医药电商市场增速依次为74.83%、100.74%、70.91%、

43.63%、40%。

网经社发布的报告将医药电商定义为：网经社定义为借

助互联网渠道进行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的商业模式，包

括：药品生产或经营企业等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医药

产品及医疗器械交换的行为。目前医药电商有B2B、B2C、

O2O三大类型。在医药电商产业链中的主流平台包括：1）

B2B：益药仓、药药好、药师帮、药便宜、药京采、合纵

药易购、融贯电商、珍诚医药网等；2）B2C：1药网、阿

里健康、京东健康、360好药、好药师、药房网等；3）

O2O：京东到家、快方送药、叮当快药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11 二手电商：上半年交易规模达1866.5亿元

据“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1年
上半年二手电商交易规模达1866.5亿元，预计年底达4001.7亿
元，同比增长29.27%。

此外，2016年至2020年，二手电商交易规模（增速）分别为：
353.2亿元（669.49%）、947.4亿元（168.23%）、1695亿元
（78.91%）、2596.9亿元（53.2%）、3095.5亿元（19.19%）。

网经社定义二手电商为专注于闲置商品交易的电商平台。主要

交易形式有二手买卖、二手置换、二手回收等。这里所指的二

手电商一般不包括二手车、 二手房此类大件商品。

二手电商的玩家包括：1）二手综合类：闲鱼、转转、享物说、

拍拍严选、鲸置、胖球等；2）二手电子产品类：找靓机、爱回

收、回收宝等；3）二手时尚类：花粉儿、红布林等；4）二手

奢侈品类：只二、心上、胖虎等；5）二手书类：孔夫子旧书网、

阅邻等；6）B2B类：拍机堂、采货侠。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2.12 电商SaaS：2021年预计交易规模为710.56亿元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预计2021年我国

电商SaaS市场规模达到710.56亿元，同比增长45.12%。

2015年至2020年电商SaaS市场交易规模分别为98.79亿元、

128.32亿元、170.71亿元、234.35亿元、337.28亿元、

489.63亿元。

2016-2020年，电商SaaS市场增速依次为29.89%、33.03%、

37.27%、43.92%、45.17%。

网经社定义电商SaaS属于电商服务行业，为电商商家提供运

营管理所需要的各类软件及服务。电商SaaS的主要服务领域

包括店铺管理、客户服务、数据应用、营销。主要玩家有：

有赞、微盟、宝尊电商、壹网壹创、若羽臣、优趣汇、光云

科技等。

二、零售电商十大行业数据



三
上市公司

数据

l上市公司财报数据

l上市公司市值数据

l上市公司地区分布数据

l上市公司领域分布数据



三、零售电商上市公司
3.1 财报数据：京东 阿里 小米集团营收位列前三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1上
半年37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营收总额为13171.24亿元，平均营收
355.98亿元。

千亿级以上：京东4570亿元、阿里巴巴3931.4亿元、小米集团
1646.89亿元；

百亿级以上：苏宁易购936.06亿元、唯品会580亿元、拼多多452.17
亿元、国美零售343.33亿元；

50-100亿：叮咚买菜84.48亿元、乐信62亿元、1药网56.24亿元；

20-50亿：三只松鼠44.21亿元、良品铺子43.25亿元、宝尊电商42.82
亿元、优趣汇42.82亿元、每日优鲜34.24亿元、万物新生33.82亿元、
水羊股份21.191亿元、达达集团32亿元、华米科技29.82亿元、逸仙
电商29.69亿元、寺库26.803、10亿以上；

10-20亿：丽人丽妆18.55亿元、南极电商16.22亿元、小熊电器16.34
亿元、云集12.46亿元；

10亿以下：趣店9.278亿元、有赞8亿元、什么值得买6.23亿元、若羽
臣5.98亿元、波奇宠物5.52亿元、壹网壹创4.86亿、微盟4.35亿元、
酷特智能2.919亿元、宝宝树2.553亿元、返利网2.164亿元、蘑菇街
1.829亿元、物农网0.4824亿元。



三、零售电商上市公司
3.1 财报数据：净利润阿里巴巴遥遥领先 小米 京东 唯品会列二至四位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2020
上半年30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709.5
亿元，平均净利润为19.18亿元。

净利润为正的为：阿里巴巴592.75亿元、小米
124.22亿元、京东43.939亿元、唯品会32亿元、
乐信19.48亿元、趣店7.499亿元、拼多多5.247
亿元、三只松鼠3.52亿元、有赞2.99亿元、1药
网2.766亿元、南极电商2.55亿元、丽人丽妆
2.053亿元、良品铺子1.92亿元、宝尊电商1.42
亿元、小熊电器1.39亿元、壹网壹创1.265亿元、
水羊股份0.889亿元、什么值得买0.88亿元、华
米科技0.52亿元、返利网0.402亿元、若羽臣
0.4亿元、优趣汇0.337亿元、酷特智能0.326亿
元、寺库0.267亿元、云集0.13亿元。



三、零售电商上市公司

3.2 总市值达69489.98亿元 占比66.35%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显示，2021上半
年36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总市值达69489.98亿元，
占电商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6.35%，相较于2020上
半年30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总市值63126.43亿元，
同比增长10.08%。

零售电商中，阿里巴巴、拼多多进入“万亿俱乐
部”，京东、小米集团、进入“千亿俱乐部”，
进入“百亿俱乐部”的有18家，包括：唯品会、
叮咚买菜、苏宁易购、达达、逸仙电商、微盟集
团、南极电商、万物新生、中国有赞、国美零售、
三只松鼠、良品铺子、宝尊电商、乐信、每日优
鲜、丽人丽妆、壹网壹创、小熊电器等。



三、零售电商上市公司

3.3 上市公司地区分布：北京 上海 杭州占近七成

据网经社“电数宝”数据库显示，
2021上半年36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中，
北京有10家，占27.78%；上海9家，占
25%；杭州6家，占16.66%；广州3家，
占8.33%；深圳2家，占5.55%。南京、
芜湖、武汉、佛山、长沙、青岛各1家，
各占2.78%。

北京、上海、杭州共计25家，占比达
到69.44%。



三、零售电商上市公司

3.4 上市公司领域分布：电商服务商占近20%

据网经社“电数宝”电商大数据库显示，
2021上半年36家零售电商上市公司中，电
商服务商7家，占19.44%；综合电商6家，
占16.67%；汽车电商、金融电商、食品电
商、服装电商、生鲜电商各两家，各占
5.55%；其他3C电商、即时零售、美妆电
商、二手电商、导购电商、会员电商、母
婴电商、农村电商等各1家，占2.78%。



四
独角兽

和千里马
数据

l“独角兽”估值数据

l“独角兽”分布数据

l“千里马”估值数据

l“千里马”分布数据



四、独角兽和千里马数据
4.1  零售电商“独角兽”：汽车电商独占六家

据网经社“电数宝”（DATA.100EC.CN）电商大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零售电商共有27家“独角兽”，总估值514.15亿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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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至10名分别为：小红书、大搜车、每日优鲜、爱回收、荔枝、途虎养车、谊品生鲜、良品铺子、微店。27家独角兽中，其中汽车电商6家、

社交电商4家、生鲜电商3家、导购电商3家、二手、食品、母婴、酒水电商各2家、农业电商、无人零售、服装电商各1家。



四、独角兽和千里马数据

4.2 零售电商独角兽：上海 杭州占近4成 多数成立时间较长



据网经社“电数宝” （DATA.100EC.CN）电商

大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零售电商共有65家

“千里马”。

2021年零售电商“千里马”估值排名1-10的公

司有：楚楚街、车置宝、本来生活、邮乐网、

万色城、天天拍车、YOHO!有货、众友健康、

友宝在线、车享。

前10名中，汽车电商占3家，综合电商占2家，

生鲜电商、潮流电商、社交电商、医药电商、

无人零售各占1家。

排名10名之后的公司有：每日优鲜便利购、生

鲜传奇、猩便利、卖货郎、健客、叮当快药、

爱库存、小区乐、每日一淘、精真估、5miles、

卖好车、丽人丽妆、天天果园、享物说、大圣

车服、小野售、波奇网、食行生鲜等。

四、独角兽和千里马数据

 4.3 楚楚街 车置宝位 本来生活列“千里马”前三



四、独角兽和千里马数据

4.4 上海“千里马”占据近三成 2014年成立居多  



五
融资数据

l电商总融资数据

l电商融资轮次数据

l电商融资行业数据

l电商融资月份数据

l电商融资省份数据

l电商融资城市数据



5.1 融资总额：社区、生鲜电商等融资达475.3亿元

据“电数宝”电商大数据显示 ，上半年零售电商融

资事件数达119起，同比去年同期92起上升29.35%；

融资总金额达475.3亿元，同比去年同期108.83亿元

上升336.74%。

上半年零售电商十大融资事件分别为：兴盛优选

（30亿美元）、十荟团（7.5亿美元）、叮咚买菜

（7亿美元）、转转（3.9亿美元）、叮咚买菜（3.3

亿美元）、车好多集团（3亿美元）、爱回收（2亿

美元）、Babycare（7亿人民币）、兴盛优选（1亿

美元）、转转（1亿美元）。

五、零售电商投融资



5.2 轮次分布：A级、战略投资占据最多

五、零售电商投融资



5.3 行业分布：社区团购、生鲜电商、汽车电商居前三

五、零售电商投融资



5.4省份分布：湖南、北京、上海列前三

五、零售电商投融资



5.5 城市分布：长沙总额最高 北京融资数量居首

五、零售电商投融资



n零售电商消费评级数据

n零售电商六大“乱象”

n零售电商投诉榜



6.1 零售电商消费评级数据

榜单显示，海淘1号、小红书、微拍堂、当当、唯
品会、海豚家在受理、解决平台通报移交督办的投
诉平台反馈率较高、回复较及时，用户满意度较好，
综合指数普遍在0.75以上，获“建议下单”购买评
级；

红布林、花礼网、蘑菇街、洋码头、店宝宝、抖音、
拼多多、寺库微盟综合指数在0.4-0.75间，获“谨
慎下单”购买评级；

有赞、苏宁易购、京东、熊猫生活、转转、快手、
考拉海购获“不建议下单”；

橙心优选、叮咚买菜、闲鱼、天猫、微店、杂志云、
德国w家、丝芙兰、淘宝获“不予评级”购买评级。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6.2 零售电商十大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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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款问题、商品质量、网络欺诈、网络售假、发

货问题、霸王条款、售后服务、虚假促销、货

不对板、退换货难等是2020年上半年期间零售

电商投诉的主要问题。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6.3 投诉榜一 ：零售电商总榜



6.3 投诉榜二：品牌电商分榜

案例简介：
广东省的苏先生向“电诉宝”投诉称自己于于6
月底在抖音看到介绍，在北京空间变换科技有
限公司注册店铺，缴纳2000保证金。上传商品，
都是正常上传，系统正常无提示错误，4天后平
台以商品类目放错为由扣除全部保证金，没有
任何提示。联系在线客户，无果。

对此，“抖音电商”向“电诉宝”反馈称，经
核查，商家商品因类目错放被判罚，核实判罚
无误，因店铺发布的商品涉嫌类目错放(商品实
际一级类目：手机)，有异议可提供举证申诉，
以申诉结果为准。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6.3 投诉榜三：生鲜电商分榜



6.3 投诉榜四：二手电商分榜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6.3 投诉榜五：汽车电商分榜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6.3 投诉榜六：社交电商分榜

六、零售电商评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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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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经社总编辑、网经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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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席参加江南会电子商务投融资沙龙、中金投资论坛、中国风险投资论坛、浙大

科技园创业电商投融资沙龙等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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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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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7756579   

【E-mail】：CaoLei@Net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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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编

莫岱青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网络零售部主任、高级分析师

【研究领域】：实物消费品零售电商领域，包括综合电商、进口跨境电商、农村电商、社交电商、
网红电商、社区电商、医药电商、生鲜电商、新零售、奢侈品电商、汽车电商、母婴电商、二手电
商、导购电商、美妆电商、酒水电商、电商服务商

【专栏】：www.100ec.cn/expert--527.html 

【电话】：0571-88218286  【E-mail】：B2C@Net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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