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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继续因东

亚新兴市场快速增长而增长。具体来说，发

达国家增速减缓，全球大部分地区均呈增

长态势。

eMarketer 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 年，

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 12210 亿美元，

这一数额包括数字内容（音乐、视频和电子

书籍）收入和在线票务收入,同 比 增 长

17%，略低于 2012 年的增速（2012 年同比

增长 21%）。专家预计，在未来，随着主要地

区市场的逐渐饱和，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增

速将进一步放缓。2016 年，电子商务市场

规模将达到18600亿美元。

亚太地区成为“火车头”

2013 年，亚太地区电子商务市
场销售规模已接近北美市场。预计
2014年其市场规模将超过北美。

从地区来看，中东和非洲地区电子商务

市场增速较快，这与该地区电子商务市场刚

刚起步有关。目前，这些地区电子商务普及

率水平仍然较低，电子商务在整个商业市场

中所占份额不大。拉丁美洲和中东欧国家电

子商务市场同比实现增长，但增长速度缓

慢。这些国家的互联网技术水平较高，具有

较大上升空间。例如，俄罗斯在电子商务普

及率约为40%的情况下，其电子商务市场规

模实现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5%。

在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增速较快地区

中，亚太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车

头”。2013年，亚太地区电子商务市场平

均增速为23%。在这一地区中，既有相对

成熟的电子商务市场，如韩国、日本，也

有蓬勃发展的“亚洲新秀”，如中国和

印度尼西亚。

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同比增

长65%，印度尼西亚同比增长71%。从销

售总量来看，2013 年，亚太地区销售规

模已接近北美市场。eMarketer公司专家

预计，2014 年，亚太地区电子商务市场

规模将会超过北美市场。除日本外的发

达国家电子商务市场呈现积极增长态

势，但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这主要与发达

国家电子商务普及率和网购用户数量占

比相对较高有关。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

市场 2013 年电子商务市场平均增速约

为10%，在未来几年将呈现下降趋势。

从单个国家统计数据来看，美国仍

是领先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国家，其次

是中国。尽管中国目前拥有较为庞大的

网购用户群体，但若要赶超美国尚需努

力，主要原因是中国单次网购金额要比

西方国家低很多。中国目前拥有 2.69亿

网购用户，美国约为 1.56 亿。在 eMar-

keter公司所调研的国家中，全球电子商

务普及率（网购用户占比）最高的国家是

英国（87%），其他依次为，德国（81%），日

本（78%），美国（73%），中国（49%），俄罗

斯（40%），巴西（36%），最低的是印度尼

西亚（9.5%）。

数量重要 质量更重要

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包括市场
规模、在线服务质量和消费文化、
配套基础设施、增长潜力等指标。

对全球各国电子商务市场的评估并

不仅仅考虑销售数量，也会考察其他指

标，如互联网普及率、网购用户数量占

比、商品种类、物流配送水平、法律法规

监管体系建设等。对这些指标的综合评

估，构成了电子商务发展指数，这一指数

同时被科尔尼（A.T.Kearney）公司所使

用。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最高分数为 100

分，各部分所占权重如下：电子商务市场

规模占 40%，在线服务质量和消费文化

占20%，配套基础设施占20%，增长潜力

占20%。

根据2013年的数据，中国电子商务

发展指数水平位居世界第一，分数为84

分。中国在电子商务市场发展领域的主

要优势集中在市场规模和增长空间上，

但发展的局限在于消费文化和必要的配

套基础设施。排在第二位的国家是日本，

分数为 83.3分。日本在电子商务领域的

劣势在于其增长潜力正在消失。排名第三

的是美国，分数为 82.8。同日本相比，美国

电子商务市场扩展的后备力量相对充足，

但其在“消费者行为”这一指标方面落后于

新兴国家市场。

科尔尼公司专家将这些国家分为三

大类：

第一类是数字 DNA 市场，这类市场

拥有较高的电子商务服务水平，但市场已

经相对饱和，典型代表是日本、韩国、新加

坡、新西兰等；第二类是成长型市场，这类

市场技术发展水平较快，但增长方式相对

粗放，典型代表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如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第三类是新

兴市场，这类市场在线贸易增速较快，但基

础设施发展相对缓慢，同时，消费文化、在

线服务质量和法律法规监管也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典型代表是中国、马来西亚等国

家。有趣的是，意大利也被列入到该类市场

中，该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欧其

它国家。

电子商务全球化

尽管不同国家的电子商务发展
水平差异巨大，但全球市场仍呈现
出五大共同的发展趋势。

尽管不同国家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差异

巨大，但全球市场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发

展趋势。例如，社交网站协助商品搜索，

利用手机终端搜索商品在实体店销售的额

外信息等。此外，大部分国家对于商品的

分类出现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

Forrester公司分析师分析了2014年全

球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五大趋势：

第一，随着移动设备不断加入电子商

务市场销售平台，将会出现更多的移动版

本专业网站和应用。第二，品牌商家对在

线平台的兴趣越来越高，并越来越能感受

到在线销售的优势所在。第三，营销人员

不得不制定统一的适用于全球的销售政策

（如商定在全球不同地区的发售日期等）。

第四，“在线大卖场”将蓬勃发展，并将

成为各类品牌公司进入市场的统一入口，

这有助于品牌公司扩展其商品种类，改善

其全球扩张环境。第五，尽管电子商务将

获得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中

获利。网上贸易利润率相对较低，特别是

那些通过自己的销售平台进行营销的公司

甚至可能无利可图。

2016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超1.8万亿美元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居世界第一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中国

日本

美国

英国

韩国

德国

法国

巴西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市场类型

新兴市场

数字DNA

成长型

成长型

数字DNA

成长型

成长型

新兴市场

成长型

成长型

市场规模

（40%）

100.0

100.0

100.0

100.0

79.6

90.3

85.5

37.2

15.7

17.7

消费文化

（20%）

68.8

100.0

77.6

77.5

97.4

78.3

75.7

51.2

89.4

73.5

增长潜力

（20%）

100.0

17.4

39.8

14.7

9.3

28.1

7.4

64.7

46.2

48.3

基础设施

（20%）

51.1

99.1

96.5

86.3

95.1

65.1

71.6

64.1

86.9

91.5

得分

84.0

83.3

82.8

75.7

72.2

70.4

65.2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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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印度最近可能将
允许全球网络零售商
（如亚马逊）销售自营
商品，在印度这个全
球最大、价格敏感性
最强的零售市场，阻
碍市场竞争的因素将
减少。

这是纳伦德拉·
莫迪总理上任后所发
出的第一个实际的经
济改革信号。四位参
与政府讨论的人士对
媒体表示，官方相信
一个更稳健的网络零
售业将拉动生产和消
费，促进连续两年增
长率低于 5%的经济
体实现复苏。

行业调查显示，
电子商务对印度经济
的贡献率将从现在的
不到 1%上升到 2020
年的4%。

政府的一位高级
官员称，对于电子商
务（公司）来说，大部
分利益相关者对FDI
（外商直接投资）持支
持态度。

新德里从去年开
始就一直在讨论开放
电子商务。一位全球
网络零售商的主管
称：“他们明白，这样
会帮助小企业做大做
强，进而进入一个更
大的市场。”

尽管印度人民党
一直对国家的多品牌
零售政策持批评态度，但在对待开放电子商务
市场的提案上，人民党还是保持了默许态度。
莫迪在竞选中曾经呼吁小企业不要被庞大的网
络零售连锁商吓倒。政府将最终决定投资的指
导原则和外商持股上限，但是有消息称，这些规
则将会更清晰，而且比外商投资连锁超市的规
则更为利好。例如，这项政策的执行将不会重
点集中于各个邦的自由裁量权上，但是本地采
购和对供应链的投资将会是必要的。

亚马逊的一位发言人称，公司不会对尚未
发生的事情做出评论，但是相信开放网络零售
业将会使消费者和印度商业受益，并会促进基
础设施的建设。“这将允许我们与当地生产商合
作进行产品的采购，而不是从市场上其他的零
售商那里采购过来，这让印度的消费者有了更
贴心、更全面、更实惠的选择。”

有消息称，负责草拟FDI规则的印度工业
部最近与亚马逊、谷歌、eBay 等公司和印度电
商 Flipkart 碰头，并最终敲定了投资的指导方
针。在印度，全球网络零售商，像亚马逊和
eBay，以前是被禁止出售自营产品的，必须从第
三方采购。

印度政府终止这项禁令，将为全球零售商
引进自己强大的供应链、进而为更廉价的商品
进入印度扫清障碍。而这些也将可能促进消
费，并使小商贩们受益。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
小商贩们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零售业FDI，害
怕他们会因此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面前失去
机会。

印度人民党也反对这样的投资，但消息人
士称政府支持网络零售业的扩张，因为全球电
商企业将仍然不得不依赖小商贩们招徕顾客。

印度工业部官方的说法是，对FDI开放网络
零售业务被广泛认为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
管理费用，减少库存和雇佣成本。当前政府规
制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外国连锁超市在印度开
设分店。迄今为止，只有英国的乐购宣布了对
印度的投资计划。

根据一份来自 Digital Commerce 的报告，
电子商务在印度以每年34%的复合增长率快速
扩张。如今，在线旅游业务在其电子商务交易
中占了七成。市场研究机构Forrester称，印度
去年的在线零售额为16亿美元。据咨询机构
Technopak预测，到2021年，这一数字将会增加
到760亿美元。相比于印度的情况，中国今年
的电子商务销售额预计将超过1800亿美元。

这项政策如果得以通过，不仅为外国零售
商在印度的扩张打开方便之门，而且还让本土
网络销售商能更轻易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外
国资本。这些本土网络销售商（包括印度最大
的电子商务零售商Flipkart和时尚用品零售商
Myntra、Jabong）将尽力争夺印度网络零售市场
的更大份额。这些零售商都因为诉诸广告轰
炸、高额度折扣的竞争方式以及不发达的物流
网络而亏损。

投资银行Allegro Advisors称，在52个已启
动的电商项目中，只有18个在去年募集到了后
续资金。印度大部分的电子商务零售商都在积
极扩大规模，试图与亚马逊分庭抗礼。后者在
去年进入印度市场以后降低售价，改善送货水
平，并积极筹划收购本土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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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rketer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为12210亿美元，同比增长17%。专家预
计，在未来，随着主要地区市场的逐渐饱和，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在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增
速较快的地区中，亚太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火车头”，中国和印尼同比增长分别达到65%和71%。根据
2013年的数据，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水平位居世界第一。

（上接第1版）
家电线上市场大幅增长一方面得益于

各大家电厂商对线上渠道越来越关注；另

一方面也得益于电商的“造节”活动，并在

“五一”、“6·18”期间掀起了线上销售的小高

潮。《报告》显示，“6·18”期间，京东彩电销量

接近14万台，成为平板电视在线市场销售

以来的最高点；空调以单日销售11万套成

为京东家电销售最突出的品类之一。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彭

健锋告诉 《中国电子报》 记者，电商将

是未来家电销售的方向，这不但能够带

来渠道成本的下降，同时也使商品展示

和商品体验方式发生转变。2014年第二

季度，国内零售市场中电商的销量份额

已超过百货和超市，位居第二大渠道。

开拓家电网购新模式

高端化日趋明显

由于彩电的消费电子属性，平板电视

是大家电中最先走向电商渠道的产品。到

去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传统彩电品牌都

出重拳布阵线上市场，并针对线上市场推

出定制化彩电产品。到今年上半年，各白

电巨头也加大线上市场布局力度。

捷孚凯分析师汪贤凯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说：“从厂商角度看，越来越

多的厂商正以子品牌、特供机型等形式入驻

在线市场，形成与线下市场区隔的差异化营

销策略，打造新的细分市场。同时，厂商力图

打破原有仅靠硬件销售获利的‘一锤子买

卖’，逐步转向以用户体验为切入点，提供多

种不同形式服务内容的全新赢利模式。”

记者了解到，为加大线上市场布局力

度，长虹年初与京东签订了《长虹-京东

百亿采购额战略意向书》。随后，双方宣

布推出一款仅售 999 元的欧宝丽 32 英寸

平板电视，由京东独家包销200万台。这

使得今年上半年长虹在线上市场取得骄

人成绩，该产品不但持续占领京东彩电销

售榜首地位，同时也使长虹线上市场排名

提升到前三名。在白电市场，海尔是布局

线上市场最早、力度最大的白电企业，不

但最早推出了针对线上定制的统帅品牌，

还在高端产品上积极试水；美的同样发力

猛烈，除了在传统空调领域与劲敌海尔一

较高下外，还凭借其小家电高性价比的优

势，在今年上半年创下可以傲视群雄的月

度营业额。在家电厂商的共同推动下，今

年上半年家电厂商以高价值、高端化、定

制化产品开拓家电网购新模式。

《报告》指出，2014年上半年，不考虑

一些“爆款”的特价因素，家电网购高端化

趋势明显。平板电视46英寸~52英寸尺寸

段的增幅远远高于其他尺寸；同时，网购

智能电视占比超过50%，呈现翻番的态势；

在网购空调产品中，零售量份额增幅最大

的是价位段在5000元以上的空调产品，增

幅达到12%；在网购冰箱产品中，三门冰箱

和对开门冰箱比重大大提升，零售量份额

增幅分别达到5.46%和7.12%。

京东天猫优势难撼

物流将成竞争关键

2014 年上半年，京东与腾讯的战略

合作以及京东集团的成功上市，让 B2C

电商领域进入两强争霸的局面。尽管苏

宁易购、国美在线等仍在努力发力，今年

上半年也在线上发动了一些攻势，但从市

场结果看，它们难以撼动京东和天猫的两

强地位，并且其差距进一步拉大。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京东创下的

销售额占整体家电网购市场的58%，大家

电更是占到整体线上大家电销售额的

62%。天猫在整体家电网购市场占到

32%，在大家电领域则占到23%。

TCL多媒体中国区销售公司副总经

理谢帆告诉记者：“线上渠道蓬勃发展，正

成为新兴的渠道。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我

们渠道模型必须变革，变革的方向是更加

专业化和效率提高，拓展多元化渠道，这

将是我们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在渠道的变革方面，TCL 重点拓展商用

渠道和四、五级农村市场。”

创维营销执行副总经理兼电子商务

总监胡军华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说：“渠道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而且

电商规模势必进一步加大。我认为，在

五、六级市场，线上渠道优势更明显。但

是，目前线上渠道的问题在于长途的物流

配送体系还不完善，物流成本很高，而且

厂商需要对接太多的物流方，这是制约目

前电子商务向五、六级市场发展的主要问

题。这个问题是短期的，目前正在逐渐改

善 。 未 来 线 上 市 场 如 果 能 占 到 30%~

40%，将足以改变整个行业的格局。”

从线下向线上或者 O2O 的转变，已

经成为众多家电厂商的共识。但是，在线

市场能否有更长足的进步，物流配送是一

大考验。可以说，企业依靠电商平台进行

销售，正是仰仗了电商平台的物流配送能

力，但是目前物流配送在低级别市场还存

在不少的发展阻力。对于电商而言，物流

配送将成为未来竞争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