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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市场总体情况



网络零售市场保持快速增长

3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1年一季度，随着我国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网上零售市场

保持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网上零售额达2.81万亿元，同比增长29.9%。两年平均增

长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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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一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5.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1.9%，较2019年同期提升3.7个百分点。

网络零售对消费市场的贡献作用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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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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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看，中西部地区增速较快

5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2021年一季度，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28.7%、33.8%、43.5%、16.2%，

占全国比重分别为84.2%、8.3%、6.1%和1.4%。

2021年一季度网络零售分地区交易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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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品类看，主要品类销售增势良好，家装类商品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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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实物商品网络消费中，

吃类、穿类和用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30.5%、39.6%和21.4%。

 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从销售额规模看，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日用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排名前三，分别占实物商品网络

零售额的22.5%、16.6%和10.0%。从同比增速看，家装类商

品增长较快，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五金电料同比增速均超

过50%。

 品质消费持续升级。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与疫情造成境外消费回

流，定制智能家居、美容护理、食疗养生等品质升级商品销售

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定制家具和智能家电同比分别增长

50.3%和36.1%；女性瑜伽用品和彩妆类商品同比分别增长

124.4%和26.8%；美容养颜食品和美体塑身食品零售额同比

分别增长51.1%和55.0%。

2021年一季度网络零售分品类交易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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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体看，网店数量略有下降，企业店铺占比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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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3月，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的网络零售平台店铺数量为2107.7万家，同比下降3.7%。其

中，实物商品店铺数1044.3万家，占比49.5%，企业店铺占比61.2%。

2021年一季度网络零售各类店铺分布情况

店铺类型分布 店铺主营品类分布 店铺区域分布



 截至2021年一季度末，15家在境内外上市的我国网络零售

和生活服务电商企业总市值达13.4万亿元 。其中，拼多多、

美团点评、小米、京东、唯品会等多家企业市值较去年同

期有较大提升。

 目前已发布2020年全年财报的12家网络零售和生活服务电

商上市企业，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总计2万亿元，同比增

长19.5% 。其中，拼多多和京东营收增长最快，分别为

97%和29.3% 。

上市企业活力增强，市值和营收保持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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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企业财报公开数据整理

注：15家上市网络零售和生活服务企业分别为阿里巴巴、腾讯控股、小米集团、京东、美团点评、拼多多、携程网、苏宁易购、唯品会、
神州租车、趣店、途牛网、寺库控股、如涵控股、宝宝树集团。12家公布财报数据的企业分别为京东、唯品会、趣店、携程网、途牛网、
苏宁易购、腾讯控股、小米集团、神州租车、美团、拼多多、宝宝树。



跨境电商助力稳外贸
 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不断推出跨境电商便利化措施，深入推进“丝路电商”国际合作，支持跨境电商持续健康发展。据

海关统计，2021年一季度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4195亿元，同比增长46.5%。其中，进口1387亿元，增长15.1%，出口

2808亿元，增长69.3%。商务大数据对重点跨境电商进口平台监测显示，原产自日本、美国、韩国的商品进口额排名前三。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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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网络零售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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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商务大数据

 2021年一季度，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4397.9亿元，

同比增长35.3%。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达3989.8

亿元，同比增长35.0% 。

 分品类看，服装鞋帽、日用品和粮油食品销售额占比

位居前三位，分别为28.8%、19.8%和8.4%；中西药

品、通讯器材、五金电料、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

家具、烟酒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50%。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农村网络零售额

占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比重分别为78.7%、12.4%、

7.0%和1.9%，同比增速分别为35.1%、33.3%、

45.7%和20.8%。

2021年一季度农村网络零售分品类交易额占比

2021年一季度农村网络零售分地区交易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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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服务消费稳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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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

的在线餐饮平台销售

额同比增长84.0%。

•其中，外卖销售额同

比增长85.2%。

•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

的在线医疗平台预约挂

号人次同比增长

33.3%。

•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的

在线教育平台销售额同

比下降9.0%。

•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

的在线旅游平台销售额

同比增长1.3%，其中

景点门票销售额同比增

长97.8%。

•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的

在线文娱平台电影在线

销售额同比增长7.1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长

0.2%。3月，重点监测

在线活跃影院数环比增

长1.7%。

注：商务大数据重点监测的在线服务平台包括21家电商平台，含3家在线餐饮平台和2家在线文娱平台。



网络零售市场发展特点



助力原地过年，年货节释放春节线上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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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地过年”号召之下，许多消费者选择通过网购方式快递年货礼品给远方亲

人，“快递拜年”成为新现象。京东数据显示，全国多地异地订单收发量持续

走高，异地订单量整体增长49.7%。

带动异地网购消费

欧特欧咨询数据显示，空气炸锅、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销量超过100%；智能无线

吸尘器、擦窗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等清洁类同比增长分别达78.6%、70.3%和

50.7%；智能投影仪、游戏笔记本等智能影音娱乐设备同比增长分别达510.8%和

155.7%。

带动智能居家消费

• 原地过年推动“一人份”食品成为年货消费的新单品。欧特欧数据显示，四川

腊肠、自嗨锅、螺蛳粉、佛跳墙等方便速食、半成品食品涨幅均超过一倍。

带火方便速食产品

 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各地纷

纷号召“原地过年”。商务部

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2021全

国网上年货节”，有力支撑春

节防疫和市场供应，带动全国

网络零售额超过9000亿元。



加强国际合作，丝路电商等跨境模式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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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出台利好中西部跨境电商发展

各地发挥地区优势积极布局丝路电商

中欧班列和海外仓成为丝路电商重要出海方式

一季度，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严格落实监管

要求的通知》 ，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城市范围至除港澳台的所有省区市 ，

将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外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挥该地区城市区位优势，有助于推动

“一带一路”丝路电商发展水平。

各省市发挥地域优势和产业特色，积极参与“丝路电商”合作，甘肃、陕西、安徽等

地在加速建设丝路电商产业园；赣州加快建设数字口岸，江西省明确3-5年将赣州打造

为“丝路电商”综合服务枢纽目标。

在疫情影响下，中欧班列成为出海主流，通过高效物流运力与国内外各地“一带一路”

园区的“线下”相连，同时“海铁头程+海外仓”模式已经成为跨境电商出口，特别

是大件商品出口的主要模式，共同促进了“丝路电商”的良性发展。

 随着我国与全球22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丝路电商”正在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新引擎。



提升文化自信，国货品牌网购消费迎来快速增长

15

• 商务大数据显示，受“新疆棉”事件影响，

消费者对新疆棉商品关注度大幅提升，带动

相关商品线上销售旺盛。3月24日-4月6日，

新疆棉相关商品数比3月10-23日增长4.3倍，

销量和销售额均增长19.2倍。

• 浪潮数据显示，一季度博物院文创同比增长

5.1倍，国潮服装同比增长1.2倍，国潮饮料同

比增长近16倍。

• 国货新牌表现日益出色，既与我国宏观经济高

速发展和文化自信提升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

于90后、00后日益成为网络消费主力军，更

加重视商品性价比和情感体验，新国货品牌借

助优质优价、年轻化理念和多元化线上营销渠

道快速成长。

 一季度，在食品饮料、化妆品、运动服饰等方面，多个国货品牌网络销售表现亮眼。

国潮文化品牌消费增长较快 “新疆棉”事件
提升相关商品关注度

• 欧特欧数据显示，一季度新老国货品牌高速

增长。在食品饮料、化妆品、运动服饰等方

面，国潮品牌表现出更强的增长势头，无论

是较新品牌元气森林、花西子、妙可蓝多还

是老牌国货的李宁、回力、飞鹤等都在一季

度表现出色，人们在线上对国货的关注热度

不断升温。

新老国货品牌销售高速增长



规范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出台助力监管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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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并实施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通

过立足《反垄断法》框架原则，对垄断协

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

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提出明确规范

要求。

有关部门对互联网领域多起涉嫌违法

违规问题开展调查；市场监管总局依

法对平台 “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

政处罚。

反垄断指南为监管提供方向指引 反垄断执法力度不断加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反垄断

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为平台

经济规范监管定调。一季度，针对

电商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持续加强，

不断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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