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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国的网购市场取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网购交易额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2008年一直在1.3%左右，而2009年
一季度即上升至1.6%，二季度继续上升至1.9%。除自然增长的因
素，比如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接受程度逐步提高外，金融危机对中
国网购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国网购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 定的助推作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习惯于价格透明和购买方便的网络购物。
目前中国网民中，大约4个人中有1个人是购物用户，而在欧美和韩
国等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每3个网民中就有2个人在网上购物国等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国家，每3个网民中就有2个人在网上购物
。中国网络购物的潜力还远未被释放。

本研究报告依据CNNIC等权威数据资料，阐述了我国网络购物
行业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网络购物市场规模、格局、地域分行业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网络购物市场规模、格局、地域分
布、购物网站市场份额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点对19家网
站的市场份额、所获风险投资、物流、业绩、竞争力等进行了介绍
，探讨了中国网络购物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京东商城为例，自2004年创立至2008年，京东商城的年销售
额分别为1000万元、3000万元、8000万元、3.6亿元和13.2亿元。



图：2004-2010年京东商城销售额及增长率

整理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整理：水清木华研究中心

京东网上商城在线销售商品包括家用电器、手机数码、电脑商品及日用百货四大类超过3.6万种商品。2009年
第二季度京东商城销售额达8.4亿元，占据中国B2C电子商务市场28.8%的份额。其中6月销售额突破3.7亿元。

年京东商城收 构图：2008年京东商城收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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