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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消费者购物的热门渠道之一

。网络购物在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

0.24%快速增长到2010年上半年的3%，网络购物的交易规模从

2005年到201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7%。

截至201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2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

至31.8%。中国的互联网处在发展的上升阶段，发展潜力较大，网

络普及率的提升为网络购物行业提供了良好的用户基础络普及率的提升为网络购物行业提供了良好的用户基础。

综合各类网络应用来看，商务交易类使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网络购物普及率到2010年6月仅为33.8%，但是商务交易类用户

增长率最快，达到 31.4%。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以及网络购

物群体的日益成熟，网络购物交易额将在整体经济的大好环境下保

持较高较快的上升势头。

网络购物按服务模式分为B2C（企业对消费者）领域和C2C（消

费者对消费者）领域。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的主要服务模式是C2C。
2009年网络购物爆发式增长，其中C2C就贡献了总交易额的89%。

在 购物平台中 淘宝网占据了最大的份额 年上半年而在C2C购物平台中，淘宝网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010年上半年，

它的市场份额达到83.5%。



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凭借着正规的进货渠道、完善的售后服务，目前交易规模相对较少的B2C领域将会得
到较快的发展 而C2C的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到较快的发展，而C2C的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

目前中国B2C网站的竞争还在不断加剧，各个企业都在通过促销、品类扩充、服务完善等不同的措施，积极抢占
市场份额。除了原先的京东商城、卓越网和当当网外，平台式销售网站淘宝网和百度有啊都在积极向B2C领域转型。

与此同时，多个自主销售式B2C购物网站也都在大力扩展商品的种类，例如红孩子从原来母婴用品销售商努力变
身为包含化妆品、家居、健康用品的百货商城；而销售3C数码产品起家的京东商城也从2009年初开始涉足日用百货
和家居。商品多元化可能会成为B2C网站未来的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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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中国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使得电子商务企业也将目光投向了移动电子商务市场。目前一些购物网
站已经在移动支付 移动IM 移动旺铺等领域开始战略布局 率先从互联网平移到移动互联网平台站已经在移动支付、移动IM、移动旺铺等领域开始战略布局，率先从互联网平移到移动互联网平台。



而面对网民的网上购物热潮，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都开始推出购物搜索的服务。网易旗下的有道购物搜索已
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超过200家B2C商城的商品搜索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超过200家B2C商城的商品搜索。

传统巨头利用自身优势也在加速布局B2C。富士康投资飞虎乐购(efeihu.com)，中粮投资我买网，是在利用自身
制造业优势。中国邮政投资邮乐网，苏宁电器集团的苏宁易购，则是充分利用自身的渠道或物流优势。

2010年，团购网站的兴起为中国网民带来一种新型的网络购物方式，由于它提供的多是服务类型产品而受到消
费者的热捧。这也使得2010年上半年成为这一新行业的爆炸成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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