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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大幅缩小了与各主要经济体在工业化水平上的差距。中国的这
场经济腾飞，两大动力功不可没：一是高水平的投资，二是强大的出口导向型制造
业—受惠于农村人口向沿海城市迁移而产生的数亿劳动力大军。这一经济增长模
式在未来仍将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其边际收益已在不断递减，而中国来自廉价劳
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正消退。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必须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更
好地平衡投资与消费这两大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而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又恰逢
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互联网时代。

仿佛一夜之间，中国就成长为全球网络化程度最高的零售市场之一。数以百万计
的新时代消费者如今可以在网上选购琳琅满目，而在数年前尚属梦寐难求的商
品。这一变化在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尤为明显。尽管这些地区的传统实体零售业正
在走向成熟，但新生的网络零售（包括不同规模的商家通过网络对消费者进行的
销售）正逐渐填补这一缺口。 

新生的网络购物渠道增强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本报告中，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GI）分析了网络购物对中国个人消费增长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同时，网络零
售有机会为整体零售行业带来深远影响，助其实现跨越式发展。行业效率和商品
选择将能大大改善，而不是一味扩张传统的实体门店网络。网络零售对于供需匹
配的协调同样有助于提升其他消费相关行业的生产率。 

本项目由六位负责人担纲，包括麦肯锡台北分公司的MGI高级研究员张如琪、上海
分公司兼MGI全球董事合伙人陈有钢、亚太区董事长欧高敦、首尔分公司兼MGI
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Richard Dobbs、旧金山分公司兼MGI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James Manyika，以及旧金山分公司的MGI全球董事合伙人Michael Chui。项目组
成员包括黄琬珺、王昱尧和范媛媛。

项目开展期间，研究团队对50余位相关地区的专家和商界领袖进行了访谈，以求
深入理解中国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的格局。这项独立的MGI研究还借鉴了阿里巴巴
集团旗下阿里研究中心和淘宝网UED用户研究团队的大量报告与数据，我们的许
多分析都依靠这项合作完成。  

我们向以下提供宝贵支持和意见建议的麦肯锡同事致以深深的谢意：上海分公
司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华强森和Ingo Beyer von Morgenstern、全球董事合伙
人Daniel Zipser、黄赟和章溟、全球副董事合伙人管鸣宇; 北京分公司全球资深
董事合伙人梁敦临; 香港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刘家明、全球董事合伙人
Max Magni、全球副董事合伙人季翔; 达拉斯分公司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David 
Court;  旧金山分公司资深专家Dan Ewing、全球副董事合伙人Dan Leberman。
此外，我们的前同事费轶明和陈炜也对本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我们还要感谢以下学术界专家奉献的智慧洞见：布鲁金斯学会Bernard L. 
Schwartz经济政策制定专题主席Martin Baily和哈佛大学Maurits C. Boas国际经
济学教授Richard Co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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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的研究和信息部网络以及MGI的分析团队在本报告撰写过程中也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以下研究人员在数据收集方面做出了切实贡献：MGI全球经济研
究员Kinshuk Kocher、MGI全球经济专家Akshat Harbola、麦肯锡“解读中国”研
究员程欣。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本报告编辑Lisa Renaud、林琳以及外部联络、运营支持
和图文制作团队的同事：Julie Philpot、张雯、Rebeca Robboy、王磊智、Deadra 
Henderson、Marisa Carder和陈淑娴—他们均为本项目做出了贡献。

本报告进一步贯彻了MGI洞悉全球经济转型力量、发现战略机遇并为下一轮增长
做好准备的使命。如同MGI的所有研究，本项目完全由麦肯锡公司的合伙人提供
资金，没有以任何方式接受任何企业、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委托或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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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正值互联网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两股强大力量相互交
融，不断改写着零售行业的格局，各种创新与创业活动由此层出不穷。在这个众多
行业领域竞相飞速扩张的国度，网络零售的增长表现特别引人曯目。1  

2011年中国网络零售业的销售总额达到1200亿美元（折合7,740亿元人民币），超过
了日本（1,070亿美元）、英国（560亿美元）和德国（320亿美元）。据估计，中国市
场总收入在2012年已激增至1,900-2,100亿美元（折合1.2-1.3万亿元人民币）。2 如
此千亿美元级的市场仍能取得60%左右的年销售额增长，这在全世界实属罕见。 

中国在2011年是世界第二大网络零售市场，而在2012年已成长到接近于全球最大
规模的美国。而且，其增长速度亦大大超越世界其他国家（见图E1）。随着中国消
费阶层的壮大，其市场销售额到2020年可能达到4,200-6,500亿美元（折合2.7-4.2
万亿元人民币）。3 网络零售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未来将更显重要。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增长速度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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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 Forrester; US Census Bureau; 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艾瑞咨询；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不包括在线旅游
2 日本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5-11

图 E1

2003–2011网络零售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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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增长的基础是全世界最庞大的网民群体。2011年中国拥有1.29亿个宽带账户，
这足以令账户数高达8,100万的美国相形见绌。

1 本报告着重探讨电子商务中被称为“网络零售”（e-tailing）领域，即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交易。网络
零售的卖方可能是大型企业（B2C）或者微型企业与个体户（C2C）。我们对于网络零售的定义不包括
网上求职服务、金融服务和收款服务。

2 不包括网络旅游服务；2012年汇率为1美元兑6.32元人民币，2011年为1美元兑6.46元人民币。

3 基于2011年价格和汇率。

内容提要



2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零售行业的网络化程度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在2012年，网络
零售在中国占整体零售的5%-6%、而在美国占整体零售约5%。

我们对于中国266个城市中消费模式的分析表明，网络零售对于个人消费增长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这种效应在实体零售服务相对缺乏的中小城市尤为明显。如果消
费者有更多样的商品可供选择，他们的消费量也会上升。对于这部分服务不足的地
区，若能释放其需求，将有助于加速实现中国以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目标。

中国零售业很大程度上依然比较区域化。在一个地广人多、文化多元且资源参差的
发展中国家，传统门店网络将业务扩张至全国规模是非常困难的。对大多数国家
而言，大型全国连锁零售商的出现通常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中国零售业的
成长伴随着网络零售快速崛起，这一趋势或将为其未来发展带来两种可能情境。

第一种情境是发展出实体和网络零售相平衡的混合业态，即全国性的实体零售店
最终主导某些产品品类，而网络零售则主导其他产品品类。但是鉴于网络零售业的
飞速增长，中国的零售业可能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业态转型的跨越式
发展，在此第二种情境中，中国可能不局限于西方国家常见的实体店全国扩张模
式，而形成一个网络零售更为发达的平衡。这一转变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个零售业
的总体效率，而且对中国城市化发展也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一个更加网
络化的世界里，崛起的中国城市或许不再需要过多的实体店，百姓的生活或许不再
围绕着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区和购物商城。对于小型城市来说，仓库空间、道路运输
和其他物流基础建设将成为它们全面投身互联网经济的必要前提。

网络零售已开始产生广泛的涟漪效应。首先，它是中国下一代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强
有力的起飞平台, 这些中小企业可以透过网络零售平台直接销售, 降低传统制造及
分销上的规模经济。网络零售的强劲增长可能会降低商业房地产板块的需求，但
同时也为技术创新带来具体的市场激励，而这正是中国的另一项政策重点。    

若要充分发掘网络零售行业的潜力，中国必须投资扩大宽带和3G+网络覆盖，增
强数据分析能力和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整个行业同样需要大幅地提高劳动生
产率。 

随之而来的成功将是不可限量的—无论是政府抑或私营企业，所有利益相关方都
应当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战略重要性。中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多推动力，网络
零售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可以为中国带来新的比较优势，因而倍显重要。如果中
国的网络零售业成功实现跨越效应，推动消费、创新、物流和生产率迅速转型，那
么它就将成为借网络时代变革之力助推经济增长的重要案例，值得其他新兴经济
体借鉴。

中国网络零售业在独特国情背景之下演进，目前市场平台模式占主导地位
中国新消费阶层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许多地区的线下实体零售行业
仍有待发展。网络零售能有如此急速的增长，正是因为它成功瞄准并有
效服务了这部分未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此外，中国拥有强劲的制造
业，很容易就能采购到种类繁多的商品—而商品选择正是产生消费者拉动
效应的关键。  

以下2011年的统计数字勾勒出了中国市场的显著特征：

 � 在其他国家，大型B2C网站往往主导着网络零售业，但中国并非如此，近90%
的网络零售商都是基于市场平台运作的（见附文1：“平台商：中国网络零售业巨
头”）。相比之下，平台模式在美国市场仅占23%-24%（见图E2）。在中国，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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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实体零售商还在探索发展多渠道运营模式，市场平台运营商抢占了巨大的
市场份额。对于众多渴望直接向消费者销售的小型制造和批发企业来说，市场
平台已然是一个有效的渠道。 

 � 整个市场中70%以上的交易属于“C2C”类型（消费者对消费者），而其他国家的
占比大部分不过为个位数。4 这也再次凸显了中小企业对于网络零售业增长的
重要推动作用。

 � 尽管行业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是目前为止以相对较低的投资（年营收
2%-4%）便已获得大幅增长。其原因乃是C2C和市场平台交易的盛行。

 � 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目前整体处于赢利状态，赚取约8%-10%的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EBITDA)利润率。其中基于平台运作的企业盈利水平更高。 

4 中国的C2C包含了未注册的小型或微型企业的销售，而其他国家的C2C主要是个人在二手市场的交易。
这项差异导致了中国C2C市场的较大份额。

附文1

平台商：中国网络零售业巨头淘宝、天猫、拍拍这些领先的平台商主导着中国
网络零售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和美国同类网站eBay一样，这些平台上进驻了
各式各样的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销售的商品五花八门。根据我们可获得的
数据，仅淘宝一家就有超过600万注册商户，他们出售的商品总数达到数亿之
多。这些网络商户能够满足小规模的本地需求，同时由于管理成本低廉，他
们能够保持具竞争力的价格。

对于个体网络商户而言，在平台上销售最重要的优势是可以利用这些网站吸
引到的庞大聚合流量。此外，平台商还提供一站式服务，为零售商户提供开设
个体网络门店、陈列商品和收取货款所需的工具，帮助商户快速启动并尽可
能减少创业成本。网站还可以帮助商家与提供仓储运输等服务的认证企业
接洽。平台商主要通过网络广告获得收入，有时也向商家收取交易费用。

网络零售平台在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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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2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百分比，十亿元人民币

独立零售商

网络零售平台

76

2011

24

中国 美国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eMarketer；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注: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加总可能不等于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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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中国和美国网络零售模式，凸显出了一些有趣的差异（见图E3）。例如，中国和
美国的网购者对于产品的递送有不同的期望。在美国，大多数领先业者提供当日或
隔日配送，虽然消费者不一定要求这项服务，但几乎全国消费者都可以选择以多付
钱获取更快的配送。中国大城市的消费者也期望隔日配送, 但这项服务并无法在小
型城市提供。货到付款在美国几乎也已经是过去式，但在中国许多独立B2C网络零
售商仍然提供这项服务选择。这带来了所谓“移动试衣间”的现象(即当服装类产
品送达时，配送人员等消费者试穿满意后才收取货款)。

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与美国有何不同？

图 E3
类似

不同

中国 美国

市场有多大？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十亿)1 $190–$210 $220–$230

网络零售占零售比例1 5-6% 5%

销售在哪里发生？
平台占网络零售的份额 90% 23-24%

C2C占网络零售的份额 >70% 个位数

网购者买什么？ 最大的品类 服饰 旅游

网络零售商的绩效
如何？

生态系统的平均EBITDA 8-10% 8-10%2

生态系统的EBITDA变异性 分散 集中

顾客使用的装置是
什么？

移动商务占网络零售的份额 2% 5%

智能手机普及率 10% 42%

产品如何送给顾客？ 主要快递公司隔日送达的覆盖情形 大多在一线和二线
城市

几乎遍及全国

顾客如何付款？
独立B2C提供的货到付款 常见 少见

平台上第三方付款系统/银行卡 占大部分 占大部分

1 2012年数据，其他为 2011年数据
2 假设各角色营收份额和中国网络零售生态体系一样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网络零售刺激新消费，并且正成为主要的经济推手之一
网络零售不仅仅是线下购物的替代渠道，实际上它在中国似乎还刺激了消费增
长。在许多中小城市，实体零售商店尚不够发达，积累了大量未得到满足的商品购
买需求，网络零售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这些地方尤为明显。5 中国经济长期
以来依赖于制造业出口，政府提出了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实现进一步经济发展与增
长的政策目标，而网络零售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分析了266个城市的数据，发现网络零售的发展为整体消费带来了新的增长。
在排除收入变量的影响之后，我们发现网络消费量较高的城市整体消费量通常也
更高。每一元钱的网络消费中，约有一半以上是从实体店转移而来的消费，但还有
略少于一半是由网络渠道刺激产生的新消费。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难以对这种
效应进行精确的量化，但初步分析表明，促进消费增长的效果在中小城市更为明显
（见图E4）。6 根据这些初步数据，我们估计网络零售在2011年为中国个人消费贡
献了2%的额外增长。

5 中国的城市可按经济发展程度及政治重要性分为四个级别。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
个城市2010年的名义城镇GDP均超过9,320亿元人民币。二线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2010
年名义GDP在1,200-9,320亿元人民币之间的大型城市。三线城市2010年的名义GDP为220-1,200亿元
人民币。四线城市2010年的GDP小于220亿元人民币。

6 虽然由于数据可用性的问题，无法开展全面的多变量统计回归分析，但网络零售对整体消费的影响已十
分明确，而这种效果在中小城市也明显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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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消费提升了整体消费规模 –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1.00

网络消费总额

图 E4

总消费增量替代线下消费=
0.61

0.43三四线城市 0.57

整体 0.39

+

人民币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多年来，不同城市级别之间的消费水平差异显著，但网络零售正在逐渐消弭这种
差异。当我们分析网购消费者用于网上购物的相对钱包份额（即他们的网上消费
量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时，中小城市消费者对于网络购物的热情显露无遗。中
国四级城市网购消费者的平均收入较低，但他们在网上的消费量与更大更富裕的
二、三级城市的网络购物者相仿，中小城市网络消费的钱包份额也因此更高（见图
E5）。定性研究证实，促使钱包份额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网购能提供更多种类的商
品。价格固然始终都很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推动中小城市网络购物最关键的因素。

四线

三线

二线

一线

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网络消费者调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平均每个网购者的在线消费额
人民币元

266个城市四线城市消费者的在线消费钱包份额最高

网购者网络零售钱包份额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图 E5

按消费者所在地划分的在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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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促进整体消费增长，网络零售还从其他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最
显著的包括拉低零售行业的终端价格7，以及推动相邻行业板块大幅增长。网络
零售带动了一整套服务行业的发展，其总规模达到130亿美元（折合830亿元人民
币），业务包括网络广告和营销服务、支付系统、仓储、快递和IT服务—所有这些
都是网络零售商用以支持其销售活动的服务。网络零售也在促使实体零售加快行
业整合以及业态现代化升级的速度。零售行业效率的提升将对其他产业领域产生
影响，更好地协调供需，进而改善总体经济的效率。

行业潜力巨大，但需要持续改善效率和基础设施
我们预测，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到2020年将增长至4,200亿-6,500亿美元 (2.7万
亿-4.2万亿元人民币) ，相当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当今市场之和，同时
可能产生4%-7%的新的个人消费增长。确保这一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将是3G+和
宽带网络覆盖的扩张。 

先前MGI的研究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正面效果也随之显著成长。8 互联网
已经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如果这些国家的互联网达到先进
国家的普及和使用率，将意味着GDP更大的成长潜力。9 

然而，释放中国网络零售的全部潜力仍需应对诸多挑战。这一轮增长的实现取决
于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目前，整个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的劳动生产率依然比实体
零售低许多。同时由于高科技人才的短缺，网络零售业可能会不得不寻找提高劳
动生产率的方法，以求减少对员工队伍扩张的需求。 

国际经验显示，劳动生产率确实有可能得到迅速提升：美国、日本和英国部分网络
零售商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了实体零售商的2.2-4.4倍。目前中国零售行业的劳
动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2/3。如果中国的网络零售商能够赶上世界主要国家的水
平，那么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到2020年就能提高14%。基础IT工具和大数据应
用等改善措施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市场增长迅速，但大部分商家的资本投入到目前为止依然处于低水平，为行业的
盈利能力贡献良多。但是，随着竞争日益加剧、科技日新月异、消费者期望节节攀
升，低下的投资水平就很难维持。由于市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平台上运营的中小型
商家，现在急需政府或平台运营商进行数据分析和物流设施所需的必要投资及花
费。尽管如此，由于无需建立实体门店，网络零售业总投入资本的效率仍将高于实
体零售。

网络零售的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效率提升为基础。但是我们也看
到，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效率提升。所以，政府和私营
部门亟待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已然“浮出水面”的障碍，并迅速采取行动应对。

 

7 我们的研究(包含数据和专家访谈)发现网上价格平均约比线下价格低6%-16%（如果考虑共通商品的占
比，则为4%-9%）。

8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y 2011.

9 Online and upcoming: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aspiring countries, McKinsey & Company High Tech 
Practice, Jan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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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同时面对巨大机遇和挑战 
网络零售的成长给消费者产生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最明显的是拉低了整体零售价
格。同时也为较小城市及较偏远地区提供了多种多样、过去无法购买的产品。即使
是一线城市的居民，也能享受到更大的便捷性及更齐全的小众商品。

私营企业如果想把握住网络零售快速崛起带来的机遇，就需要做好充分的竞争准
备。中国的创业者可以用极低的初期成本接触到大量的潜在客户，来实现他们的
创业梦。网络零售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及开放的市场，为创新型小企业快速起步提供
了难得的机遇。

形成规模的消费产品生产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零售平台，加速进军中小城市的新市
场。当然它们也必须应对一系列挑战，管理好更為分散的消费者群体 (尤其当批发
网络也开始上网)，同时开发更为复杂成熟的品牌与产品组合来服务网络市场。实
体零售商需要调整其业态和网点布局战略，积极适应新形势，同时也将必须制定
明确的供应链投资决策。 

随着网络零售的成熟及相关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络零售商可能决
定自行开设独立的网店。现今许多独立网络零售商因为价格竞争而导致亏损。它
们需要专注正确的投资，以加强独特的价值定位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可能需要
大数据的工具来找到目标客户群、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制定适合的价格；同时也可
能涉及到多方面的投资，例如自动分检和包装，或是模组化的产品设计以达到大
规模定制。

对服务提供商而言，整体供应链和信息管理将是一大增长领域。对营销服务、IT、
仓储、综合性服务提供商而言，这一领域的开放性对新进入者既意味着无限机遇，
同时竞争也因此更为激烈。相比之下，在网络广告、支付服务、快递配送行业中，赢
家已经崭露头角（尽管它们之中的许多企业仍以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方式运作）。

考虑到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商户，对平台商来说，质量和安全保障，以及诈骗的识
别和预防已然成为严峻的管理挑战。中国物流体系的效率目前也远远不够高。不
过办法总比问题多。我们认为，主要应对之策可包括：开发强大的系统，将后台管
理工作集中化；同时进行必要的投资，跟上科技发展的速度。平台商同样需要保
持自身的效率水平，制定创新型战略，以应对未来具备适合技能劳动力的短缺。

中国政府一直支持电子商务自由发展，未来要推动网络零售持续增长，同时增强
其对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政府可以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扩容宽带和3G+基础设
施、加速并激励物流基础设施及大数据能力上的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研发、应对
未来技能缺口。公私合作可能是进一步投资改善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法。

网络零售的成长为城市带来新的挑战, 对实体门店的需求将下降, 而对仓储空间、
道路运输和其他物流建设的需求将上升。基至居家建筑可能需要进行改变, 以适
应快递寄送等日常生活的需求。

其他新兴经济体可以借鉴中国发展网络零售的经验。在发展早期，应当重点建设
骨干技术基础架构，以提供支付体系和流量聚合。同时, 鼓励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精神与网络科技的融合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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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若保持网络零售增长奇迹，就有可能树立跨越式增长的成功榜样，赶超西方
国家，成为更数字化、更高效的零售市场。这一过程中，行业有可能先行一步形成
由网络渠道商为主要特征之一的零售业格局，而这种情况如果实现，甚至可能对
中国的城市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之后，中国或将在网络零售行业凭借创新引领世
界，而不再一如既往地单纯依赖劳动成本优势。如果说，中国未能赶上19世纪的
工业革命，如今她正蓄势待发，做好了在某些领域引领21世纪的互联网发展浪潮
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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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网络零售业的发展历程

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越世界其他
国家，但未必遵循其他国家的发展轨迹。以下2011年的统计数字勾勒出了中国市场
的显著特征：

 � 在其他国家，大型B2C网站（企业对消费者）主导着网络零售业，但中国并非如
此，近90%的网络零售商都是基于平台商运作的。由于大型实体零售商的多渠
道运营模式还有待发展，市场平台运营商抢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对于众多渴
望直接向消费者销售的小型制造和批发企业来说，市场平台已然是一个有效的
渠道。 

 � 整个市场中70%以上的交易属于C2C类型（消费者对消费者），而其他国家的占
比大部分不过个位数。10 这也再次凸显了中小企业对于网络零售业增长的重
要推动作用。

 � 尽管中国的网络零售业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是目前为止用相对较低的投资
（年营收2%-4%）便已获得高速增长。 

 � 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目前整体处于赢利状态，赚取约8%-10%的税息折旧及摊销
前(EBITDA)利润率。其中基于平台运作的企业盈利水平更高。

网客提要中的图E3提供了中国和美国网络零售市场的比较。 

中国网络零售业的飞速增长是在独特国情背景下演进的。中国的线下（实体）零售
业发达程度不高，也比较分散，许多地方效率低下，存在大量未满足的需求。网络
零售行业基本上能够保持盈利，正是因为小型网络零售商能够充分把握住这些机
会。中国有着强劲的制造业，很容易就能采购到种类繁多的商品—而丰富的商品选
择性是拉动消费的关键。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
着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 

中国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2011年，中国电子零售市场的总收入达到1,20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英国和德国 (见
图1)。11 中国网络零售在2003至2011年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20%（见图2），市场
扩张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和巴西，其年增长率分别为17%和
34%）。 

10 中国的C2C包含了未注册的小型或微型企业的销售，而其他国家的C2C主要是个人在二手市场的交易。
这项差异导致了中国C2C市场的较大份额。

11 不包括网络旅游服务。汇率为2011年水平，1美元=6.46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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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网络零售市场在2011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
图 1

2011年网络零售市场规模1 

资料来源：Euromonitor; Forrester;  艾瑞咨询; EIU；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不包括在线旅游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增长速度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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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11网络零售市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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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uromonitor; Forrester; US Census Bureau; 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艾瑞咨询；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不包括在线旅游
2 日本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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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2年，据估计中国市场总收入已增至1,900-2,100亿美元（折合1.2-1.3万亿元
人民币。目前美国网络零售市场的规模估计是2,200-2,300亿美元，中美两国之间的
差距正在迅速缩小。12 在2012年，网络零售在中国占整体零售的5%-6%、而在美
国占整体零售约5%，由此也印证了中国网络零售的渗透率已超过美国。

这一市场的基础是全世界最庞大的网民群体（见图3）。中国在2011年共有1.29亿
个个人宽带账户，足以令拥有8,100万个账户的美国相形见绌。但是中国的宽带普及
率仍相对较低，只有30%，而德国和美国则分别达到59%和68%。一些重要推动因
素，如3G+网络覆盖的扩张、银行卡的广泛使用等也才刚刚开始发挥作用。最重要
的是，随着数以百万计新增消费阶层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网络零售市场将保
持强劲增长。13  

中国的宽带用户数量世界第一，且增长潜力巨大

宽带渗透率
百分比

住宅宽带用户数量
百万

3

33

78

26

35

67

77

59

55

68

30

81

图 3

2011年宽带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Pyramid Research;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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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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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印度

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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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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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日本

美国

中国

移动商务（通过手机购物）在中国尚不成气候。截至2011年，移动商务仅仅占到网
络零售市场的1.9%（约为22亿美元/145亿元人民币）。但是该细分市场腾飞的可能
性很大（见图4）。2011年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仅为10%（相比之下，美国的智能
手机普及率在2011年为42%，但移动商务仅占网上零售市场的5.4%，规模为110亿
美元14）。短短一年之后，中国的移动商务市场便已增长到87亿美元（折合550亿元
人民币），占网络零售整体市场的4%。15 中国智能手机普通用户的上网购物兴趣
更高，而智能手机普及率到2015年或将增至23%。16 

12 根据艾瑞咨询提供的中国2012年一至三季度数据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和Forrester研究公司提供的美国
同期数据推测得出；不包括网络旅游服务。

13 城市化的世界：城市与消费阶层的崛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2年6月。

14 如果不包括eBay (含许多 C2C/二级市场交易), 美国的手机购物渗透率为2.8%。

15 艾瑞咨询。

16 Yankee Group市场调研的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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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普及率上，中国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是手机购物的发展速度很快

42

10

37

35

49

42

4.2x

智能手机普及率
人口比例

手机购物渗透率
网络零售百分比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  Forrester; Internet retailer; Fuji Keizai ; Verdict; EHI Handelsdaten; 韩国在线购物协会，韩
国信息社会发展研究院；Fevad 2011

1 如果不包括ebay(含許多C2C/二级市场交易)，美国的手机购物渗透率为2.8%

2011年主要网络零售市场的手机购物渗透率和智能手机普及率

图 4

0.6

1.9

3.4

3.6

4.8

5.4

韩国

中国

法国

2.8x

德国

英国

美国1   

有些公司已经开始瞄准移动购物的商机。例如，上海拜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发
了中国最大的移动应用线上开发和运营平台（追信）。它为有志于经营移动商店的
网络零售商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只需点击几个设计选项，商家就能开发自己的
移动应用。目前已有2.3万多家淘宝商户在追信平台上开设了移动门店。截止到2012
年6月，追信平台已经上线13个月，拥有2,000万激活移动用户，日均增加用户 
5万人。

中国网络零售主要通过平台运作
网上零售市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市场平台和独立零售商。市场平台是中国目前占主
导地位的网络零售模式，2011年该模式占到网络零售市场的90%左右（见图5）。 

平台商提供网站让各路商家展示产品，同时聚合流量，提供用于陈列产品、建立个
体网店门面的工具。他们还可以帮助商家与认证服务商接洽，获得诸如客户服务、
仓储、订单履行和配送等方面的协助。作为回报，平台商会收取交易费并/或出售
网络广告，从而获得收入。中国的大多数商户选择和平台商合作，这样既能避免投
入昂贵的前期投資及费用，又能接触到平台上庞大的现有客群。

平台模式在中国的占比之高令人惊讶（见图6），尤其相比2011年美国的平台网站
亦不过只占整个市场的23%-24%。由于启动成本低和进入门槛低，平台模式成为
勇于创新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强有力的起飞平台（附文2：小商户的大世界）。根据
我们可获得的数据，淘宝网已有超过600万家注册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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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平台在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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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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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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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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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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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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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

图 5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百分比，十亿元人民币

独立零售商

网络零售平台

76

2011

24

中国 美国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eMarketer；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注: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加总可能不等于一百

C2C2

1790亿元人民币

B2C1

1790亿元人民币

其他, 24.7

0.6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的集中度仍然很高

1 包括纯电商B2C、多渠道电商和B2C交易市场
2 也可称B2C2C，因为电子交易集市(“B”)支持C2C的交易
注: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加总可能不等于一百

图 6

2011年中国主要网络零售商所占份额
B2C和C2C各自市场份额比例

网络零售平台

51.4
(阿里巴巴)

90.4
(阿里巴巴)

17.3

9.0 (腾讯)

3.3

10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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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零售商则选择自建在线零售网站。虽然省去了给平台商的交易费，却需要投入
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在线零售网站及相关的运营。只有吸引到足够顾客，它们才有
可能收回投入成本。

平台商在2003到2005年间取得了可观的增长。eBay大举投资易趣网（于2003年收
购），而阿里巴巴集团则打造了淘宝网，以抵御eBay在中小企业细分市场的潜在威
胁。淘宝网依靠广告收入盈利，不向商户收取佣金，因而迅速从易趣手中夺走了市
场份额。淘宝的交易总价值从2003年约1,000万美元（折合9,000万元人民币）增加
到2005年的12亿美元（折合80亿元人民币），增幅约为90倍。2004年推出的第三
方支付工具支付宝则进一步巩固了消费者对淘宝商家的信任，从而使得淘宝的增
长大步提速。

最大的市场平台（淘宝和天猫）培育了众多本土网络零售品牌（在中国称为“淘品
牌”）。这些品牌通常由家庭式作坊或OEM17创建，其营销活动针对性强，产品性
价比高，因而广受消费者欢迎。阿里巴巴评出的2011年网络商户前30强中就有16家
是淘品牌。例如，成立于2009年的纯天然化妆品公司芳草集在短短六个月内，其月
销售额就从30万美元（折合200万元人民币）一路攀升到290万美元（折合2,000万
元人民币）。18

17 代工工厂。

18 汇率为2009年水平，1美元=6.83元人民币。

附文2.  小商户的大世界

电子商务交易可涉及服务、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的销售，交易可在企业、政
府和个人消费者这三类群体之间或其中一个群体内进行。本报告着重探讨
电子商务中直接对消费者进行销售的业态。

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指的是个人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活动，也包括未
经工商注册的微型企业之间的交易，以及微型企业与个人消费者之间的交
易。事实上，中国大多数C2C交易中的商户都是微型及中小企业，主要通过淘
宝、拍拍等主要的平台商开展经营。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C2C销售大多是个
人消费者之间的二级市场交易。 

虽然C2C在全球电子商务中的占比极小，但中国的C2C规模远远大于
B2C，2011年占到网络零售总量的77%（920亿美元或5,940亿元人民币），中
国占到2011年全球C2C市场的60%-80%。

B2C（企业对消费者）指的是企业和个人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活动。B2C
可以是制造商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例如，戴尔或联想在其公司网站上销售个
人电脑），也可以是零售商先向制造商进货，然后再销售给消费者 (例如亚马
逊和一号店)。最后，市场平台也可以从事B2C销售，例如中国的天猫和QQ
商城。2011年B2C占到中国网络零售总量的23%（280亿美元或1,790亿元人
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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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商主导中国网络零售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线下零售行业仍处于相对初期
的发展阶段，商业基础设施有限。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或农村地区，实体零售网络
的建立依然困难重重且成本高昂（以沃尔玛为例，它在美国扎根于中型城市，但在
中国却首先到大城市开店）。因此，对许多零售商来说，要想接触到偏远地区的顾
客，网络零售很可能是较为经济可行的方法。其次，建立独立在线零售网站及运
营需要前期投资，只有确保足够的销售量，投资才可行，这对独立零售商而言是比
较困难的。 

大型平台商则已投入巨资建设支付体系，赢取消费者的信任并提升顾客购物体
验，并借此建立了庞大的流量。对独立零售商来说，除非得到高水准第三方服务商
的帮助，复制上述投资的成本将过于高昂，但中国的第三方服务商仍有待发展。简
而言之，网络零售市场平台提供的不应仅仅是一个额外的销售渠道，还要有零售商
赖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相关基础设施。市场平台的一站式网店能够让创业者以最
低的初创成本快速实施创业梦。

在投资人支持下, 一些大型独立电商在平台之外快速成长。部分领先的零售商也在
大力发展线上业务。价格竞争和巨额的初期投资为获利之路带来诸多挑战。

服装和家居产品是网络零售渗透率最高的两大品类
服装、娱乐/教育、家居产品是中国网络零售中的三大品类（见图7），19 共占线上消
费的70%（占总消费的比例略高于30%）。交通/通讯产品和医疗/个人产品是紧随
在其后的另两大品类，分别占线上消费的比例略高于10%。 

麦肯锡2011-2012年网络消费者调研也显示，中国网络消费者购买服装、娱乐/教育
产品和家居产品的比例高于其他主要网络零售市场的消费者。

服装、娱乐及教育、家庭设备用品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品品类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占整体在线消费比重 占各品类总消费比重

1 例如: 茶具、餐具、廚房用具、手工工具
2 主要是建築裝修材料

图 7

中国网络零售商品品类比重， 20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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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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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

交通和
通信

家庭设备用品
及维修服务

服装

居住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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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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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10.0% 消费电子产品
▪ 9.5% 书籍、CD、票务

▪ 7.6% 通信设备
▪ 2.5% 电信服务
▪ 1.9% 汽油/零部件
▪ 0.3% 汽车

▪ 2.8% 服务
▪ 2.3% 家电
▪ 1.6% 家具
▪ 6.8% 其他1

19 娱乐产品包括书籍、CD和电影票。教育产品包括教材和教育服务。家居产品包括家居、家电和家纺用
品。交通产品包括汽车、车险、机票和火车票。通讯产品包括电话、手机、话费和网络费。医疗和个人产
品包括药物和化妆品。更多细节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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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价值链产业携手发展
随着网络零售市场的发展，大量专业服务提供商也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零售商
有志进军网络零售，他们需要行业专家指导如何启动网络业务或为其开发网络业
务。一旦零售商决定开发网络业务，专业服务提供商可将他们本需花费的固定成
本转化为可变成本，为零售商节省大量初期投资。

服务提供商的主要相关活动（见图8）包括：

 � 营销服务帮助消费者找到产品与服务并进行比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市
场平台、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甚至是产品比较网站上的网络广告；另一类为商
户提供IT工具或咨询服务，帮助他们优化营销活动和开销（如提供服务优化网
络搜索效率或管理具体的营销活动）。

 � 支付服务让消费者和商户顺利完成交易。在中国仍然可以货到付款，通常由凡
客这类独立B2C零售商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市场平台上的大多数商户使用第
三方支付服务提供商（如支付宝和财付通，相当于美国的PayPal）。

 � 物流业提供仓储和配送服务，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在中国，网络零售带来
了快递业的高速成长。例如，御泥坊是一家销售护肤品的零售商，2011年日均
发货3000份订单，占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在湖南省会城市长沙的快递量的一半
左右。 

 � IT公司提供软件（有时提供咨询服务，为客户量身打造软件），帮助商户有效提
升业务。例如，知名内衣品牌爱慕利用富友软件满足企业资源规划（EPR）的
需求，如供应链管理和销售管理。公司也可以选择标准化的软件或IT工具。例
如，上海拜般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商户提供一款应用软件，可以轻松建立
移动商务的网店，客道提供客服插件帮助平台商户监测客服团队的绩效。

 � 综合服务可以为商户建立或运营网络业务。综合服务的客户包括未成规模的小
商户、希望开展网络业务的传统线下零售商，以及进入中国的外国品牌。例如，
服装零售商优衣库利用特斯尔大宇宙（Transcosmos）支持其在中国仅有三名员
工的线上销售业务；鞋品专业公司名鞋库采用商派公司提供的平台服务；多家
运动服装生产商（如安踏、李宁、卡帕）采用古星公司提供的网上商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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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业拉动价值链相关业务的增长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网上购买周期 定义相关行业
举例

中国美国

搜寻和
比较

购买

订单履行

快递

运营

营销
▪ 网络广告
▪ 服务

▪ 在线营销渠道，包括搜索引擎、门户
网站和移动渠道等

▪ 帮助电子商户优化营销活动和支出的
服务供应商

代运营
服务商

▪ 为品牌或商家提供整体或部分网络零
售运营服务的第三方

IT ▪ 提供例如ERP、 CRM和其他小型在
线工具的软件开发商；还可能提供信
息咨询服务

快递 ▪ 提供交付服务的快递公司，有些可能
提供订单查询服务

仓储 ▪ 提供包括实物存储、订单处理或者仓
库管理等服务，但不包括配送

支付 ▪ 第三方支付提供商，提供各种可信赖
的支付方式（例如信用卡，银行帐户
转帐等）

图 8

这些相关的价值链活动在2011年创收达130亿美元（折合830亿元人民币）。快递
和网络广告是两大品类，其次是支付和其他（见图9）。虽然服务提供商创造的收
入目前仅相当于网络零售交易额的10%，但是预计其未来的增速将超过整体网络
零售市场，因为商户将更广泛地使用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改善运营。唯一的例外可能
是配送服务，因为大多数商户已经在使用第三方快递公司配送产品（预计过去几
年中，中国40%-50%的包裹配送业务成长来自于电子商务）。

2011年市场规模和利润率
网络零售服务是一个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行业

3.5

59.3

3.2

5.5

0.3

3.1代运营

IT

快递

仓储

支付

营销–服务

营销– 网络广告 7.82

1 网络商户平台的广告收入90亿元人民币已经算入平台收入

2011年市场规模
十亿元人民币

-2

19

46

6–9

10–11

15–20

9–16

息税折旧或摊销前利润
%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83 13–15总计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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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司借行业的“东风”已获得巨幅增长。领先的服务商和网络零售商已经获得
可观的市场占有率。图10列出中国目前各行业细分的领先企业以及美国的同业。

领先品牌逐渐在多个产业细分崭露头角

1 独立B2C、平台商、在线广告的數字針對美國境內, 而快遞, 支付的數字為全球。

美国1中国

0.9

0.9

4.8

苏宁

亚马逊

京东商城

6.6苹果

史泰博 10.6

亚马逊 41.9

8.3拍拍网

天猫 14.2

淘宝 83.3 eBay 30.1

0.7

2.7

3.5百度

淘宝

谷歌 2.2

3.1

微软

雅虎

15.4谷歌

财付通

673

206

支付宝 PayPal 110

1.9

2.5

顺丰速运

EMS

联邦快递 39.3

UPS 53.1

图 10

独立B2C零售商
2011 销售额
十亿美元

快递
2011 营收
十亿美元

在线广告
2012 在线广告营收
十亿美元

支付
1Q12 注冊用戶
百万户

平台商
2011 销售额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艾瑞; Internet Retailer; Forrester, Eguan; eMarketer; 年报;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相对较低的投资取得了显著增长 
网络零售需要大量配套的基础设施—涵盖从服务器到仓储物流的方方面面。（参
见附文3“双十一促销”了解更多信息。该活动由网络零售商发起，是对物流系统
最具挑战力的促销活动之一。）2011年，中国网络零售行业投资额高达28-57亿美元
（折合180-370亿元人民币）。

附文3.“双十一促销”

11月11日是中国的“光棍节”，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以疯狂购物庆祝节日。中国
最大的网络零售平台（淘宝和天猫）运营商阿里巴巴于2009年推出光棍节促
销活动，大获欢迎。销售收入在2010年为19亿元人民币（折合3亿美元），而
2012年则突破250亿元人民币（折合40亿美元），是美国“网络星期一”销量
的两倍。1 根据阿里巴巴的官方微博，2012年天猫的销售额达到130亿元人
民币（折合21亿美元），而淘宝“光棍节”当天的销售额就达到59亿元人民币
（折合9亿美元）。2亿多网民登录天猫和淘宝，投入这一高度集中的购物狂
欢活动，总共带来1.06亿张订单。

阿里巴巴发起的2010年和2011年光棍节的巨大成功也推动其他独立B2C零
售商加入这一活动，如京东、当当、亚马逊、苏宁易购。苏宁宣布在三天的促
销活动中，销量实现20倍的增长。快递公司也为这一光棍节动员数万额外的
车辆和快递员工。2012年光棍节，由于流量过高，造成部分银行支付系统超
负荷运转。2 “双十一”现在成为中国几乎所有大型网络零售商的一场销售
盛宴。

1 资料来源：comScore；Adobe.

2 Zhou Ping, “China:The Singles Day online boom,” Financial Times, beyondbrics blog, 
November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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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网络商户需要的投资并没有远高于零售实体店。网络零售生态系统将
2%-4%的收入用于投资，相比之下，线下零售商将1%-3%的收入用于投资（见图
11）20。在行业增长如此迅速的状况下，偏低的投资水平令人惊讶，且可能无法持
续。但是，即使考虑到投资增加的需求，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的资本生产率仍高于线
下零售。

13–20

7–10

1~2

1–4

7–17

网络零售平台目前的投资份额低于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年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不含平台上的商户

网络零售商

服务供应商

网络零售1 运营商

– 租用仓库

▪ 平台上的商户

▪ 独立电商

– 自营仓库

2–6

7–14

0.4–2

3–7

年度总投资/收入
比例

年度总投资
十亿人民币

6–8

网络零售平台占
总交易额的90%，
但是只占网络零
售投资約70%

图 11

中国网络零售企业的投资，按类型划分，2011年

独立零售商生态系统

网络零售平台生态系统

按总占用资本计（相较于上述的年均总投资额），即使将大量的IT投资计算在内，
网络零售行业的资本生产率仍然比传统零售业高出5-10倍。网络商户利用大量由市
场平台和服务提供商建立的网络基础设施，而平台商和服务提供商在一个大的基
础上摊销投资，往往有较高的资本效率。此外，实体店铺占用的资本通常是线下零
售商年收入的1.2-2.5倍21，但网络商户不需要投资建设及维护实体店铺。没有实体
店铺也意味着减少了物流和供应链中的占用资本。22 

采用网络零售渠道甚至还可以减少实体店零售商对实体店铺的需求。例如，按订
单生产的家具生产商尚品宅配在中国既开设网络门店，也有600多家实体店。消费
者可以通过网络门店自主设计，直观了解数万种方案，只需去实体店挑选和感受
所购产品。实体店只需摆放极少量的展示样品，以及为销售人员和设计师提供工
作室，而事实上销售人员和设计师大多数时间在对客户进行家访，上门测量，讨论
方案。因此，尚品宅配的门店一般只有200-400平米，而其他家具零售实体店通常
需要400-1,000平米，容纳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展示厅。

但是，配备自有仓储物流的大型网络商户必须要拿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建立
这些运营。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些大型商户的投入占收入的7%-17%，而没有自
有仓储物流的商户投入占收入的比例小于5%。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公司需要做
出重要的投资决策，决定是否控制专属的库存和订单履行运营。 

20 此处的投资指一年内在IT和地产、厂房及设备（PP&E）上的总投资。网络零售行业的投入占收入的
2.0%-4.1%，如果支持线上和线下零售的服务活动不计入，那么该比例为1.7%-3.7%。

21 许多零售商租用商业楼宇。以下的数量也将资产负债表外实物资产考虑在内。

22 该部分计算的细节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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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网络商户更愿意自行管理仓储物流系统（即使这些设施由别人投资），因为配
送速度和可靠性对于他们的消费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服务内容。此外，随着时间
的推移，公司配备自有仓储物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当交易量上升，当地租赁
的库存或将无法满足需求。例如，领先的消费电子网络零售商京东商城发现一个
仓库很难足够管理它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于是，京东在北京租了七个仓库。最后，
部分网络零售商可能希望“暗渡陈仓”投资房地产，在房地产价格可能持续大幅上
升的地區获取潜在的升值机会。

没有仓库的独立商户和网络零售平台上的商户之间的投资水平非常相似。平台商代
替他们的商户进行投资，而平台商在中国至今十分发达，这说明商业基础设施仍
然不够，即使在网络上也是如此。然而，没有仓库的独立商户并不需要投入很多，
这很可能表明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们越来越容易获得通常由第三方服务提
供商提供的基本基础设施支持，如IT、营销、仓储、订单履行、配送和客服等。优
衣库利用综合服务提供商（提供上述各种服务）进入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平台商和服务提供商分别投入收入的13%-20%和7%-10%建设基础设施，再以付
费使用的方式提供给网络商户。市场平台上的网络零售商寻求外部帮助建设必要
的基础设施，将大量的初期投资固定成本转变为按时间支付的稳定的可变成本，
使风险最小化。因此，基于平台商的业务模式既包含C2C公司，也包含众多B2C公
司，过去五年内在中国占领了90%以上的网络零售市场。

服务提供商在过去几年内也获得二到三倍的增长。在各种服务提供商中，仓储和综
合服务提供商由于需要实体设施开展业务投资更多（分别为约25%和15%-20%） 
（见图12）。网络广告公司和支付服务公司因为受规模和网络效应的影响很明显，
他们的投资也相对较多（收入的10%-15%），从而确保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领
先竞争对手。最后，2011年的数据显示，提供营销服务、快递服务和IT服务的公司
投资比例都在其收入的10%上下。实际上，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可能会更高一些，因
为加盟店的投资并不计入快递公司的财务报表。营销服务和IT服务的最大支出是
软件工程研发（由于产品生命周期短，我们只假设10%的支出可被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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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服务供应商2011年投资额达60-8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投在物流领域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报告；年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电商平台的广告已经计入平台收入，因此在此不计入

年度总投资/收入
%

年度总投资
十亿元人民币

图 12

中国网络零售服务供应商投资情况，按类型划分，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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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随着竞争的白热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网络
生态系统将难以维系低水平的投资。政府或平台运营商的当务之急是进行数据分
析和仓库空间所需的必要投资。一些希望独立运营的大规模商户也将需要大量的
投资，以实现多个维度的差异化。

市场总体盈利，虽然各细分市场利润率差异显著 
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国的网络零售没有盈利，但实际并非如此。网络零售业的税息折
旧及摊销前利润率（EBITDA）平均在8%到10%，整体上，中国网络零售业2011年
EBITDA达到115-133亿美元（折合740-860亿元人民币）。 

但是，中国市场上各类网络商家的利润水平差异显著(见图13)。中国独立的网络商
家EBITDA利润率大约为负4%，平台商的EBITDA利润率在48%到58%之间。在中
国，平台上的电商占整个网络零售业创造的EBITDA总额的2/3以上。目前看来它
们似乎是市场的赢家。 

在所有相关活动中，综合服务供应商和IT服务提供商是利润率最低的细分市场，
这主要是由于分散的行业结构和初期的发展阶段导致的。综合服务供应商目前
的业务模式劳动密集度很高，主要提供产品列表、客户服务和履行管理等附加值
不高的服务。由于大多数综合服务供应商进入行业时间不长，在面临需求增加时，
往往通过增加人手，而不是投资于工具、流程改进和组织模式等手段大幅提升增
长。在目前劳动密集型的经营模式下，进入行业的障碍相对较低，导致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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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零售业整体上是盈利的 –除了独立电商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分析师报告；年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拥有或租赁仓库

息税折旧或摊销前利润
十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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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营收%

48–58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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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各类网络零售商的息税折旧或摊销前利润，2011年

网络零售商

服务供应商

平台运营商

▪ 平台上的商户

▪ 独立电商1

有限的客户群也限制了利润率。虽然综合服务供应商能够服务大型网络商家，但它
们主要的市场还是那些希望进行线上销售，但又不想承担前期投资的中型网络商
家 (小型网络商家更愿意仅依靠网上商城提供的基本服务；而最大型网络商家倾向
于建立自己的内部运营)。

网络零售业中的IT服务提供商为网络商家提供专门的软件及IT咨询服务，其客户
群与综合服务提供商非常类似。最大的独立网络商家可能会和IT咨询公司的网
上业务部门合作，例如IBM的WebSphere和甲骨文的ITG，以创建定制的解决方
案。最小的网络商家还是从网上商城获取基本服务。侧重标准化软件产品的IT企
业只要有足够规模，仍能获取合理利润。但是中国的网络零售业刚开始起步，太多
的软件供应商争夺有限的客户，这些客户也才刚开始应用网上商城基本服务以外
的解决方案。仍需进行大量的市场教育工作，才能让足够多的网络商家认识到企
业资源计划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或客户关系管理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软件能为其带来的额外收益。

市场营销、物流和支付供应商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们的EBITDA利润率相当不
错，大约在10%到45%之间 (见图14)。各种规模的网络商家都需要它们提供的服
务，特别是超大型商家。连实体零售业也需要它们的服务。这些相关活动显示出的
规模经济也比IT咨询或综合服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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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服务行业的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为13%—15%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报告；年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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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类网络零售服务供应商的息税折旧或摊销前利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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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独特的实体零售环境，加上民众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需求，而互联网时代带来的颠覆性变革正发生在理想的时点。2011年中国已经占
到全世界网络零售市场的10%以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水平令人刮目
相看。下一章节，我们将探讨该产业在更广阔层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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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零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网络零售业的发展帮助加快了中国向消费型经济体的转型。在中国，网络零售不仅
仅是线下购物的替代渠道，实际上，它还刺激了新的消费。 

我们估计，网络零售在2011年贡献了约2%的中国个人新增消费。预计到2020年，网
络零售有可能带来4%-7%的新增个人消费。23  

由于三四线城市的实体零售业尚欠发达，所以新增消费在这些中小型城市更为显
著。24 这些城市的消费者现在可以轻易买到以前梦寐难求的商品。虽然四线城市
的线上消费者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但他们的线上消费几乎等同于二三线城市的线
上消费者。  

在更广泛的互联网经济中，网络零售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互联网经济有机会极
大地推动未来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GDP增长。先前MGI的研究指出，随着互联网
的普及，正面效果也随之显著成长25。网络零售的爆炸性成长更扩大了这些涟漪效
应。我们的研究指出，如果新兴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率达到先进国家水平，
将意味着互联网经济对其所在国的GDP更大的推动力。26 

除了激发那些需求未得到满足城市的消费潜力外，网络零售还使得中小企业和创
业者们能够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从而释放其增长潜力。除了拉低整体零售价格
外(见本章图20)，网络零售还有力地推动更大范围的零售部门提高效率和现代化
程度，而零售供应和需求之间更好的协调有助于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  

网络零售业还带动如物流、IT服务以及数字营销等产业链领域的长足发展（详见
第一章）。网络零售业的强劲增长可能拉低对商业地产板块的需求，但同时又会对
技术创新带来切实的市场激励，而这是中国政府的另一个优先议程。    

23 因为数据限制，所以这些数字都是近似值，但它们还是反映了基本趋势。关于我们采用方法的进一步详
细资料，请参见附录。

24 中国的城市可按经济发展程度及政治重要性分为四个梯队。一线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
个城市2010年的名义城镇GDP均超过9320亿元人民币。二线城市主要是省会城市，还包括一些2010年
名义GDP在1,200-9,320亿元人民币范围内的大型城市。三线城市2010年的名义GDP为220-1,200亿元
人民币。四线城市2010年的GDP小于220亿元人民币。附录中按照城市等级列出了样本中的全部城市。

25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y 2011.

26 Online and upcoming: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aspiring countries, McKinsey & Company High Tech 
Practice, Jan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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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刺激了新增消费
尽管网络零售快速增长，但一直到现在都难以确定是否线上消费确实对总消费的
增长有所贡献，或者仅仅代替线下消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调查了中国266个
城市的网络零售和消费数据，这些城市代表中国50%以上的GDP以及70%-80%的
线上消费。

线上消费数据来自某家大型多类别网络零售商，以及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
的数据。由于这些数据组并未覆盖整个市场，因此结果只是近似值。但是，这些
数。 值描绘了中国网络零售业的概貌，可从此入手来回答网络零售之影响这个重
要问题。

观察这266个城市的人均线上消费与总消费水平的关系后，我们的分析表明约60%
的线上消费确实取代了线下零售。剩余的40%则是如果没有网络零售就不会产生
的新增消费。27 这样看来，线上消费确实拉高了整体支出（见图15）。 

在线消费提升了整体消费规模 –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

1.00

网络消费总额

总消费增量替代线下消费=
0.61

0.43三四线城市 0.57

整体 0.39

+

人民币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 15

增量消费在欠发达城市更为明显，在三四线城市占近60%。这些地方的实体零售
店不够多，所以消费者利用网上购物，购买之前他们无法获取的商品。  

鉴于网络零售能够随时随地为消费者服务，逻辑上而言，不同地区或城市层级之间
的消费水平差异应该不大。然而，由于网络基础设施更成熟，一二线城市的线上消
费比例仍然较高。互联网的普及率仍然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切相关 
（见图16）。

27 关于我们采用方法和数据的进一步详细资料，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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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渗透率与整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资料来源: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 CEIC

互联网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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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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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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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上海
广东

一旦较低层级城市的消费者开始网上购物，网络零售即可协调不同层级城市的消
费差异。无论消费者身处何方，一旦开始网络购物，其线上消费水平都很接近（见
图17）。2011年，二三四线城市网上购物者的人均线上消费额非常类似。不过，由
于三四线城市消费者平均收入更低，所以线上销售占三四线城市网购消费者的钱
包份额（总可支配收入份额）要高出3-10个百分点。  

在网络零售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城市成为线上消费的领先者，而另一些则有
所滞后（见图18）。在一些城市，相比当地的总消费水平，人均网络消费额偏低，如
广东省的东莞和佛山，内蒙古的东胜和包头。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当地悬殊的收入
水平：东莞和佛山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东胜则因丰富的煤矿而闻名。这些地方
的富裕阶层拉高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但是他们多倾向于线下购物（车、房和奢侈
品），而当地的普通工薪阶层和外来打工族则更专注于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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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网络消费者调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平均每个网购者的在线消费额
人民币元

266个城市四线城市消费者的在线消费钱包份额最高

网购者网络零售钱包份额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图 17

按消费者所在地划分的在线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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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群已呈现一定程度的网络消费特征：领先城市及落后城市

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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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些城市的人均线上消费额比起居民总支出水平相对较高，如长沙、桂
林、九江和承德。相比其他收入和消费水平相当的城市，这些城市的网上购物人
群占比更高（见图19）。 

庞大的网购人口是推高长沙、桂林、九江、承德网络消费量的重要因素

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 19

2011年数据

网购人口数量
占总人口的比例

人均可支配收入
千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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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城市

网络零售拉低了整体零售价格
并非所有商品都在线上和线下同时销售。线上销售更适合标准化的产品类别，包
括3C产品（电脑、通讯和消费电子）、家用电器、书籍/CD和部分日用品（如食物、
饮料和个人护理）。取决于产品类别，估计约有45%-85%网上销售商品在线上和
线下渠道都有销售，即共通商品（common SKU）。28  

网上价格平均比线下价格低6%-16%（如果考虑共通商品的占比，则为4%-9%）。
家庭用品和娱乐教育用品是网上价格折扣最高的两类，其次是服装。这三类商品
也是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和渗透率最大的三巨头。另一方面，运输与通讯产品的
网上价格折扣最低(约为2%）。总体而言，网络零售可能将全国的平均零售价格拉
低了0.2%-0.4%（2011年）和0.3%-0.6%（2012年）（见图20）。

不过，网络零售拉低中国平均零售价的幅度正逐渐减弱。自2010年起算，网络零售
主要产品类别的线上价格一般增幅都超过线下，反映出网络商家早期可能采取了
不可持续的以价换量的做法（见图21)。

28 SKU是库存单位。每种待售产品都有一个独特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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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业拉低了总体零售价格

低区间1 高区间1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淘宝UED用户研究团队调研；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低区间来自专家访谈，高区间来自淘宝UED调研，按照标品占总体商品比例进行折算
2 平均网络折扣（2011年为4.8%）乘以网络零售在个人消费中的占比（2011年为6.9%）；2012年的数据基于估算，不包括
在线旅游

对总体零售价格的影响
2011/122 (%)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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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阿里研究中心iSPI；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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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一些网络零售商指出，小众商品在网络上享有溢价。也就是消费者愿意
向卖家支付更高价格，从而避免到实体店寻找小众商品的麻烦，或由于完美满足
特定需求的商品而提升满意度。随着网络零售市场的发展，消费者日益成熟，而不
会仅仅注重价格的比较。   

□    □    □

我们的研究表明，线上消费是累加的：线上消费增加了总消费，在三四线城市尤其
如此，因为那里的消费者现在可以购买到那些长久以来很难获得的商品。最主要
的是，网络零售刺激了中国消费者增加消费。网络零售已经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产
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下一章我们将着眼于该行业在未来十年的增长预测，包括其
改变中国零售业格局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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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计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将增长到4,200-6,500亿美元（折合2.7-4.2万
亿人民币）。29 这相当于今天美、日、英、德和法国网络零售市场的总和。这一持续
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3G+和宽带普及率的不断提高。

如此快的扩张速度可能为中国零售业带来跨越式发展。发达经济体的零售行业普
遍经历了从本地到区域再到全国的发展阶段，接着，互联网的出现将其带入一个多
渠道阶段，即线上销售和线下实体店同时存在。 在区域阶段，大多数零售商的布
局仅限于所在地理区域。随后，全国性领先零售企业出现，将一些区域公司挤出
市场。而多渠道零售指的是企业有能力通过多个渠道，包括实体店、网店、移动交
易、电话销售等开展销售。在这一零售发展阶段，那些网上网下渠道高度集成的企
业 (及部分纯网络零售商)获得了成功，将一些曾经领先的全国性实体店挤出市场。
发达市场的多渠道阶段，伴随着未能成功上线而破产的传统零售商，例如美国的
Borders Books以及Blockbuster；英国的JJB Sports、Jessops 和 HMV。

中国的零售业依然以区域性为主。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文化多元且资源参差
的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扩张极其困难。强大的跨渠道零售商和纯网上零售商已经开
始出现，而传统的实体店还没有实现全国扩张。未来有两种可能的情境: 中国可能
发展出平衡的实体零售和电子零售业态，全国性的实体零售店最终主导一些产品
品类，而网上商店占有其他产品品类。但是，如果网络零售继续快速发展，中国零
售业就有可能跳过全国性阶段，直接从区域性进入多渠道阶段。这一转变将加速
零售行业总体的效率，并提升中国的总体生产率。 

总体而言，中国的实体零售商尚未全面接受多渠道战略，但如果消费者持续转向网
上购物，实体零售商将没有别的选择。来自网络零售企业的挑战以及互联网普及
率的提高将推动总体零售行业更快地成熟和创新。

但释放中国网络零售行业的充分潜力仍需应对诸多挑战。对于多数网络零售生态
系统来说，资本投入一直偏低，随着竞争的加剧、技术的进步以及消费者期望的提
高，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此外，只有网络零售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才能继
续发展。鉴于高科技人才的短缺，行业可能不得不寻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
缓解对劳动力扩张的需求。

令人欣慰的是，根据国际经验，在线生态系统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可以大幅提高。回
报十分可观：中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目前仅为美国的2/3，但到2020年，网络零售行
业或可使总体零售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4%。随着网络零售增长，互联网经济也
将更为有力地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29 基于2011价格及汇率。

3. 捕捉网络零售的未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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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宽带和3G+普及率的提高，到2020年，网络零售可占到中国消费市场的
10%-16%的份额
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可能增长至4,200亿-6,500亿美元 (2.7万亿-4.2万亿
元人民币) (见图22)。即使按照最保守的情况，扣除通胀因素，其规模也将达到
2011年的3.5倍。到2020年，大约10%-16%的总消费可通过网络零售实现，从而带
动总支出的增长。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以2011年币值计算，到2020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有望增长至
4,200——6,500亿美元1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2003-20201

十亿美元，%

10

8

10

1 所有的未来预测值都是基于2005年的货币和物价水平；2015年和2020年人口预测值分别为13.68亿和13.87亿

35

32

21

图 22

年复合增长率(%)

2011–15 2015–20

259

420

120
74

4422105321

100

99

20201

648

128

20151

395
37

11100908070605042003

Low case

Base case

High case

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很显然部分因素对行业的发展至为关键—政策制定者可
采取措施确保具备这些动因。纵览涉及12个不同动因的17个市场的数据，我们可
以将其影响区分出来。我们发现，影响网络零售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3G+普及
率、宽带普及率、银行卡的使用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

此外，我们也发现，在任何情景下，到2020年，中国市场大约85%-90%的预测增长
将取决于3G+和宽带普及率的提高 (图23)。30 政策和针对性投资决策可能左右这
些因素。

30 有关我们的方法细节，请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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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带和3G的普及将是网络零售市场增长的关键推动因素

385

5.3x

2020

2011 72 72

309

4.3x

250

3.5x

72

5

4

实际人均信用卡
和借记卡交易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

483G及以上渗透率

宽带渗透率 43

6

5

46

43

8

7

44

40

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注: 所有数值均基于2005年的货币和物价水平

图 23

人均网络消费
美元/人

驱动因素
各推动因素的贡献
人均在线消费增长占比

乐观情境 基础情境 悲观情境

技术推动
因素

可支配收入

银行卡使用

网络零售可助力中国零售业实现跨越发展
在发达经济体，零售业经历的发展阶段通常具有明显的特征。在从本地起家并
过渡到地区性零售商之后，零售业通常整合为少数全国性领先企业 (例如，美国
百货业一度被地区性企业垄断，但其市场份额在1999年从68%下滑至2009年的
41%31)。随着行业变得多渠道化，即便全国性领先企业最终也要与网络零售企业
争夺市场。部分领先的实体零售商最终逐渐采纳多渠道战略 (如：沃尔玛和乐购)，
而其他一些企业则被逐出市场 (如Borders Books)。

在中国的零售业，显著的全国性领先企业尚待涌现 (见图24)。按品类前5大零售商
的市场份额不到20%，远低于美国可比品类24%-60%的水平。如果网络零售继续
快速增长，中国的零售业可能跳过全国性阶段，直接从地区性阶段跨入多渠道阶
段。纯网络零售企业已经在中国崭露头角，如纯网络零售企业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
双双进入了10大零售商排行榜。

由于中国零售业在数字化革命中成长起来，其演变轨迹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且
更快。中国零售行业的网络化程度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在2012年，网络零售在中
国占整体零售的5%-6%、而在美国占整体零售约5%。

 

31 资料来源: Progressive Grocer;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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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零售业市场仍然非常分散

资料来源：Euromonitor；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011年各品类中排名前五名的零售商所占的市场份额
%

中国

健康和美容

服装

百货公司

电子及家电产品

玩具及游戏

家居及园艺

美国

图 24

尽管这些早期迹象似乎显示行业正快速跃进到数字化时代，但与国外同行相比，
中国部分实体零售商在早期对接受多渠道战略比较迟疑 (见图25)。首先，仅有3
家线下零售商进入2011年10大独立电子商户行列: 苏宁电器(销售家电和电器)、一
号店 (多元化电子商务企业。沃尔玛于2012年收购了其51%的股权)，以及库巴购物
网/ 国美 (另一家电子和电器零售商)。作为对比，美国前10大B2C商户中有7家是
老牌实体零售商。其次，尽管一些极其成功的多渠道企业在其他市场崛起32，但目
前中国涉足网络零售的不少实体零售商却在网络业务上蒙受亏损。 

为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零售商将需要超前思维，思考线上和线下零售都纳入重
要渠道的终极格局，而不仅仅关注建立全国实体店网络。在中国，发展实体店有
可能不如在其他国家那么关键。具备正确的前提，中国的零售业格局可能在极短
的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网络化程度，增强网络零售商的力量，以及对实体零售商接
受网络零售渠道施加影响。

32 在创新多渠道战略的一个案例中，英国非食品零售商建立了“点击领取”模式，以充分利用他们的实体
店面。许多零售商采用这一方法交付过半的商品。由于许多消费者白天并不在家收货，亚马逊甚至在购
物商场提供托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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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自有平台的
独立电商

平台

相较美国，中国由实体业务“起家”的网络零售商较少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网络零售商；Forrester；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总体市场规模

1 2011年被国美收购，后者具有强大的实体销售能力
2 如果分拆出亚马逊交易量，2011年平台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将为23%—24%
3 假设Ebay平台占美国C2C市场90%的交易量
注: 未按比例制图

1.3

1.5

1.7
2.0
2.1
2.8

4.5

1.4

1.4

1.6

亚马逊2

奈飞公司
西尔斯
Liberty Interactive
欧迪办公
戴尔
沃尔玛
苹果
史泰博

20.4

其他3
Ebay 12.8
其他 46.5
CDW

8.1

2.8
0.2
0.2

0.3

0.5
0.5

0.8
4.0

0.3

0.4

0.8

11.9天猫
其他

淘宝 69.5
其他
红孩子
新蛋
库巴1
易讯
1号店
凡客
当当
苏宁
亚马逊
京东商城

图 25

电商市场份额
网络零售销售总额百分比

2011年中国市场 2011年美国市场

7740亿元人民币 2350亿美元

有实体业务的网络零售商

劳动生产率需大幅提高以充分实现行业潜力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实现网络零售业增长潜力和推动中国整体零售行业转型最为
重要的前提之一。

2011年，大约260万员工受雇于中国的网商、电商服务和平台运营行业。网络零售生
态系统员工薪酬占其收入的比例 (11%-15%)高于线下零售业 (3%-4%)。服务商员
工薪酬占其收入的比例最高，达到20%-40% (见图26)。

由于网络零售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不难理解相对较高的员工薪酬水平。260
万名网络零售员工 (包括大约40万名的物流员工)中大约24%接受过高等教育，而这
一比例在实体零售业和总体经济分别仅为5%和9% (见图27)。中国到2020年预计
将产生2,300万高技能劳动力的缺口。33 网络零售业目前已经面临人才短缺问题，
而未来几年这一情况将变得更加严重。

33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全球劳动力报告：35亿人的工作、薪资和技能》，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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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体零售商相比，网络零售商员工薪酬占营业收入的份额更大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年报；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图 26

按中国网络零售商类型细分员工薪酬，2011

注: 未按比例制图

员工薪酬
十亿元人民币

营收估算
十亿元人民币

薪酬和福利/收入
%

8

95–133

实体零售商 399–558

网络零售生态系统

平台运营商 1–5

服务供应商 17–33

平台上的商户 69–88

独立电商

×=
82

15,995

873–884

16–32

83

692

9

3–4

11–15

7–15

20–40

10–13

线上

线下

各个教育水平的员工数量
占总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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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57

58

19

48

35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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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实体零售/批发

9总体经济

5

线上总体 24

平台运营商 70

▪ 综合性服务 50

▪ 物流 10

▪ 支付 80

▪ 营销服务/IT 50

服务提供商

平台商户 25

独立零售商 25

高中和专科

本科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相比实体零售业，中国网络零售生态系统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更高
图 27

线上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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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独立电子商户的劳动生产率仅略高于其线下同行 (见图28)。按照当前的
劳动生产率水平，在线生态系统将需要新增160万-290万高技能劳动力以满足今后
10年的增长预期。因为网络零售生态系统2011年人均零售额只有线下零售商的大约
1/4，行业将必须大幅提高效率以缓解人才短缺和控制人力开支。 基于平台商户
约30%的从业者是兼职，中国网络零售行业劳动生产率可能被低估，但毫无疑问网
络零售企业 (尤其是网络商户和服务提供商)拥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空间，以
确保实现长期盈利的增长。

中国网络零售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劳动生产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6,304

770

16–32

83

340

209

143

692

82

1.2

0.3

2–4

0.2

1.0

0.3

0.1

0.3

1.6

线下零售业总体4                  1.8

网络零售生态系统总体3 n/a

平台运营商 2.7

服务提供商 1.8

▪ 大型2 n/a

▪ 中型2 n/a

▪ 小型2 n/a

平台商户 n/a

独立零售商 5.4

8

5,276

2,203

502

330

633

1,125

2,088

51

各类市场参与者的劳动生产率，2011年

美国1 中国

线上

线下

图 28

劳动生产率
百万元人民币/人

收入
十亿元人民币

员工人数
千人

劳动生产率
百万元人民
币/人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司年报；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1 亚马逊、Digital River、eBay分别代表独立零售商、服务提供商、平台商
2 定义：按年销售额分—小：小于100万元；中：100万-1000万元；大：约1000万元
3不包括配送行业
4 中国线下零售业指的是规模以上的零售企业
注: 未按比例制图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改善是可能的。根据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验，在线生态系
统的劳动生产率可达到实体零售商的2.2-4.4倍 (见图29)，而这样做的回报十分巨
大。中国零售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当今水平的2/3，而网络零售可望使行业劳动
生产率在2020年前再增加14% (见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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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国经验，如果假以时日，网络零售商的劳动生产率将显著提高

1 网络零售商对标基准：美国–亚马逊；英国–Asos ；日本–乐天Rakuten
注: 未按比例制图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美国劳工统计局；英国国家统计局；www.meti.go.jp/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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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网络零售商人均营收1（样本公司数据），对比零售行业总体
千美元

美国

英国

日本

网络零售商1

整体零售业

如果缩小与领先国家的差距，网络零售可望将中国零售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4%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关键驱动因素零售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潜力
千元人均营收 人均营收 (千元)

788

3,585

1,146

441

3,585

2.2-3.5倍改善

占个人消费的比例 16

5

27

19

15

独立零售商及大型平台商户

平台商户-小

平台商户-中

80

5

54

图 30

网络零售的
渗透率

市场结构

劳动生产率

150

17

28

105 占网络零售总销售额的百分比

2011 2020可能情况

服务提供商 227

平台商户-大 1,032

平台商户-中 330

平台商户-小 127

独立电商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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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领先企业持续投资以提高效率及效果。例如，2006-2011年，亚马逊将收
入的5.5%投入一系列技术以降低劳动力需求和提高收入，包括:

 � 自动化/电子邮件客户服务系统。这些系统的自动化程度达到了90%，相比零售
商自动化平均水平仅为44%。

 � 动态定价算法和网络爬虫。这些技术实现了日内价格变化以维持5%-20%的价
格优势。

 � 先进的搜索能力、个人化的触发式邮件以及协同过滤推荐演算法。这些技术通
常能使销售转化率达到5%-6% (相比典型的零售商仅为1%-3%)。  

中国的网络商户和服务提供商可借鉴其他国家领先企业的经验。例如，中国的快递
业一直在实现自动化以控制日益攀升的人力成本。运输业薪资增长不仅快于全国
平均水平，而且针对中小城市或农村地区的快递业加盟店，政府也在不断规范其
社会福利缴纳。作为应对措施，快递业领先企业一直采取创新以缓解人力成本的
增长压力。多数企业已在一、二线城市建立了半自动化的分拣中心，大型企业则正
在不断扩大半自动技术的地域覆盖，并推动一线城市分拣中心的全面自动化。

大部分市场迄今为止资本投入仍然偏低。这有助于提高行业的盈利，但随着竞争
加剧、技术进步和消费者期望的提高，偏低的投资水平将难以为继。鉴于市场很大
一块由在平台上运营的中小型卖家组成，政府或平台运营商亟需投入数据分析和
仓库空间所需的必要投资及花费，以推动效率的大幅提升。

□    □    □

中国欠发达的零售业是实现其提升内需政策目标的一大障碍，但网络零售动员数
百万新的消费者的速度，可比实体零售业在新地区扩张的速度快得多，因此可以加
速提升内需的进程。如果这一跨越式发展取得成功，此模式将可作为其他新兴经
济体零售业发展的重要案例。但随着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的渐趋成熟，将需要将重
点转向提升劳动生产率，而这可能对更广泛的零售业产生正面的影响。随着行业
的逐步成熟，网络商户和服务提供商特别需要站在这一劳动生产率转型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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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零售的成长产生巨幅的消费者剩余，最明显的是拉低了整体零售价格。同时也
为较小城市及较偏远地区提供了多种多样、过去无法购买的产品。即使是一线城市
的居民，也能享受到更大的便捷性及更齐全的小众商品。

私营企业如果想把握住网络零售快速崛起带来的机遇，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的创业者因此可以用极低的初期成本接触到大量的潜在客户，来实现他们创
业梦。网络零售同时也是一个新兴及开放的市场，为创新型小企业快速起步提供了
宝贵的机遇。

已成规模的消费品制造商通过网络零售可以快速打入小型城市的新市场。当然，这
些城市网络市场的客户群更为分散，必须要开发更加复杂的品牌和产品组合才能
满足客户需求。零售商必须改变其形式和覆盖战略，主动做出清晰的供应链投资
决策。外国公司将在中国市场发现丰富机遇，但要把握这些机遇就必须探索出正
确的协作模式。 

中国政府一直支持电子商务自由发展。未来，政府可以通过关注以下重点来推动
电子零售进一步增长，同时促进其对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扩张宽带和3G+基础
设施、加速并鼓励物流基础设施及大数据能力上的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研发、积
极应对即将出现的技能缺口。其中，基础设施改进投资也可以通过公私合作的方
式开展。

如果网络零售业能够实现跨越式效应，深刻改变中国零售业发展，这将对当地政
府提出新的挑战，并为城市规划带来新的可能性。小型城市将需要努力扩充仓储
能力、道路运输和其他物流基础建设，以全面投身互联网经济。网络零售发展程
度越高，城市对实体店铺的需求将越少。商业区和购物商城通常是发达经济体中
居民生活的核心，但是它们在中国崛起的城市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会不同。甚至居家
建筑可能需要进行改变，以适应快递寄送等日常生活的需求。

中国网络零售行业的发展轨迹可能最终影响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公私营部门在快
速推动数字消费革命方面的选择。在发展早期，这些国家应当重点建设骨干技术 
及网络零售基础架构，例如支付体系和物流覆盖。

网络零售商和服务提供商在行业劳动生产率转型方面至关重要 

网络零售商：精准投资，建立独特的价值定位 

目前许多独立的网络零售商因为价格战而蒙受亏损。从长远来看，它们需要精准投
资，构建并加强各自的独特价值定位，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增长建立在可持续的利
润水平上。 

随着市场的增长，相关价值链活动也会更为活跃。因为专业服务提供商进入市场，
提供成本高效的解决方案，开网店所需的投资额可能越来越低。成功扩张规模的
商家可能发现，相比依靠平台商模式，开设自家网店更具吸引力。 

4.对利益相关方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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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关键因素支撑着这一转变。第一，商家希望深入了解客户，增加客户的“粘性”，
完全掌控购物体验的设计过程，并充分掌握客户洞见的收集、分析和执行。第二，
网络零售商投资店铺初期看似一场豪赌，但是一旦业务经营走上正轨并收获稳定
的现金流，投资相关风险也会相应降低。 

商家建立了自营店铺后，他们理所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平台商作为额外渠道。事实
上，我们发现若干大型网络零售商已经开拓各类市场平台，甚至进入其他的B2C网
站（例如：当当进入天猫，凡客入驻苏宁和天猫，国美做客当当）。 

放弃市场平台模式并开始独立运营挑战极大，即使是对那些业绩不凡的成功企业
来说也概莫能外。一些公司尝试开设自营店铺，但最终还是重返平台商。例如，在
2011年，天猫上一家顶尖儿童服装品牌决定建立自己的B2C网站，该店的年销售
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然而，独立运营的网站由于经营成本高昂，造成公司总体亏
损。该公司最终决定将自己的运营集中在像天猫和京东这样的平台商，而其独立网
站维持最低成本运营，不再进行投资或开展营销。

许多独立运营的网络零售商为了在平台之外获得立足之地，只得依靠低价取胜。
正如前文所述，独立网络零售商普遍亏损，平均营业利润为负5%。网络零售商在
市场平台上可以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或以低价竞争（尤其是那些销售标准产
品的网络零售商）来吸引顾客。然而，如果选择独立运作，自行管理更多的运营工
作，网络零售商必须充分利用这种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自由。它们需要考虑价格、甚
至产品差异化之外的因素，以便找到独特的价值定位—可以是卓越的客户服务、
快速可靠的配送、通过精准的营销提升转化率、高效的购物体验、定制商品，或是
便捷的退货等等。

为了定义、建立、强化和利用独特的价值定位，网络零售商需要首先确定目标客
户，并了解客户最看重的东西。还需了解在客户眼中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缺
点。投资必须要明确指向最终的价值定位。网络零售商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价。 

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利用到许多大数据的分析技巧，不仅是初始发布时的一次性
工作，而是作为一个固定流程，用以（通过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价值定位）持续创造
价值并（通过定价）持续捕捉价值。在中国，许多网络零售商都开始意识到大数据
的重要性，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 

为提高生产率并实现精准的价值定位，某些方面可能需要进行大量投资—例如，
自动分拣和包装可以保证配送的可靠性，或者通过模块化产品设计和灵活的生产
线实现大规模定制。上文提到亚马逊在2006至2011年间，长期保证能力建设投
入，将销售的5.5%用于研发（这让苹果3%的研发预算也黯然失色）。其研发投资
包括了涵盖搜索、建议、自动化客户服务体系、动态定价算法以及复杂供应链体系
的各类技术，以优化路径。此类投资将成为提升生产率的基石。 

美国的经验表明，当网络零售商市场基础还不扎实的时候，有必要进行高投入。只
有在这一阶段正确投入的公司，才能长期实现利润增长。

服务提供商：把握关键时刻 

对于服务提供商而言，全面的供应链和信息管理是主要的增长领域。对营销服
务、IT、仓储和综合性服务提供商而言，市场的开放程度更高，竞争也因之更激
烈。相较而言，网上广告、支付服务和快递业务都已经出现了领军者（虽然许多公
司还在采用劳动力密集型的运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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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应在当前增长势头不减时迅速增强自身能力，确保市场领
先地位。随着市场逐渐成熟，竞争很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络零售商追求差异化，尤其是开设自家网店之后，他们会越发
需要服务提供商助其改善产品选择和运营。目前市场增速迅猛，但未来几年可能以
更快的势头增长；2011年到2015年，中国服务提供商的年增长率预计可达77%。34 
长期而言，该市场的增速将与总体网络零售市场持平。

目前，服务提供商的利润差异巨大。IT服务行业一些领先企业的EBITDA达到30%
（超越美国同行），相比而言，行业的平均EBITDA大概在负5%到5%之间。随着
市场的稳定，领先企业的数量会有所减少，利润率将趋同。在未来几年，这一领域
的业者必须尽快建设能力，在保证可持续利润率的前提下抢占领先地位，而且要
在市场整合前完成。

平台商：维持生产率，为隐现的人才短缺未雨绸缪  

平台商必须维持生产率，保证人才储备，以便继续以合理成本提供聚合流量和网
络基础设施。随着独立网络零售商的兴起，平台商可能增长略微放缓，挑战有所
加剧。 

许多网络零售商的规模不足以支撑独立网店，而且它们通常也需要借助平台商获
取客户，以及利用支付、客户服务和店面设计等基础设施。未来十年，整个行业将
经历快速增长，平台模式也将继续维持巨大规模和存在价值。但是，网络零售在
市场平台上的比例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开始下降，因为最成功的网络零售商将在
自营网店上大展身手。实体零售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必将提高基础设施和生产
率，对平台商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为了确保在未来短期内有能力与独立网络零售商竞争、在长期有能力与实体零售
商竞争，平台商需要保持自身生产率。对平台商来说，质量和安全保障，以及诈骗
的识别和预防已然成为管理上的重大挑战—毕竟平台上有数以百万计的商户。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强大的平台，集中后台管理工作，致力于长期投资以跟上最
新技术潮流。

如前文所述，平台商是中国网络零售生态系统中唯一在生产率方面可与美国同行媲
美的参与方。中国平台商的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相当，而工资却低得多，也就导致工
资福利成本仅占中方收入的6%-10%，而同级别的美国公司要占到收入的30%-
35%。但是随着高技能劳动力的短缺加剧，中国的工资水平会水涨船高。平台商到
时将不得不重视人才获取和保留战略。它们需要减缓劳动力成本增幅，保证基础
架构能以成本高效的方式提供，即使增长速度略为放缓（尽管它们还将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以全球标准来看仍然令同行艳羡） 。

为应对人才短缺局面，网络零售生态系统的增员可以针对若非网络零售、不会进入
就业市场的劳动力。许多网络零售商已经开始实施以下战略： 

 � 安排可在家完成和/或以灵活时间完成的工作。这将聘用选择低强度工作的高
龄人口或家庭主妇，并允许残障人士可以在家轻松办公。以网络卖家、残障人
士孟宏伟为例，他与兄弟一起在网上售卖牛羊。2011年，他们平均每天在网上
卖出500-600头牛羊，为200多家农户和当地1,000多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34 阿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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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兼职员工。2011年，市场平台上54%的网络卖家把开设网店作为兼职工作。
许多在5人以下的小型网络零售商把家庭成员充当了兼职员工。大型网络零售商
通常会聘用兼职员工作为远程在线客服。

 � 招募海外员工，吸引国外人才。例如，阿里巴巴自2009年起在美国分公司开展招
聘活动，着重吸引硅谷里的顶尖中国IT工程师。

在华竞争的零售商和制造商需要采用多渠道战略
在华零售商应当采取线上—线下混合经营模式，尤其是在中小型城市扩张过程中。
这一战略将需要妥善解决需求分散和商品种类繁多的挑战。中国的零售行业还处
在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即使行业从区域发展一跃进入多渠道时代，传统的零售
商也大有成功的机会。传统零售商只需要将网络零售视作重要的额外渠道，尤其
针对偏远地区，而不是将其搁置，等到线下取得绝对领先地位后再发展。

由于平台仍然占了中国网络零售的大部份, 当开展中国线上业务时, 零售商和制造
商可以专注于平台。平台的生态系统以合理的成本提供了在中国进行网络零售需要
的商业基础设施。这可以是一个低成本测试市场、低风险进入市场的方式。例如
优衣库在2009年进入中国时, 就是采用了平台及服务商。 

有趣的是，目前大步进军电子零售的中国实体零售企业寥寥无几（参见第3章）。这
很可能是出于两大差异。首先，中国的零售业还处于区域发展阶段，分散度远高于
美国零售业。线下零售商要在网络零售站稳脚跟，需要大量的前期网络基础设施
投资，而它们很难获得足够大的实体市场份额加以支撑。相较而言，发达国家的同
行足迹遍及其所在国，市场份额足以分摊前期的巨大投资。其次，中国的实体零售
也还在经历两位数增长，在核心业务以外拓展的需求就不如发达市场那么迫切。

尽管如此，传统零售商正逐渐感受到来自于网络零售的压力，尤其是在那些网络
零售渗透率最高的产品类别（服装、家居用品和娱乐教育产品）。这些品类最有可
能实现零售业直接迈向多渠道阶段的跨越。零售市场正在快速整合），当机立断的
顶尖零售商能够减缓潜在竞争影响，有条件充分捕捉新增网络渠道带来的效益。

网络零售格局日益复杂，气象万千。传统零售商想要成功进入，就得做出战略决
策。比如，零售商从一开始就要清晰定义其网络渠道对它们意味着什么：是作为增
长引擎，启发洞见，还是品牌打造工具？有没有独到的价值定位？实体零售商还要
积累新的资产，培育新的技能，包括： 

 � 网店设计和使用性：“外观、质感和风格”与品牌整体形象一致的用户友好 
网站。

 � 品类战略：根据“网络匹配度”评估，设置专供网络的品类和产品呈现。 

 � 定价战略：跨渠道对接，有效降低或规避网上价格战。

 � 服务：选择关乎利润的关键服务维度（例如: 配送/退货条款、支付方式和客户
支持），以及服务水平。

 � 营销/流量增加：（通过搜索引擎营销这一关键流量推动因素）使消费者更容易
找到网络零售商并使零售商积极寻找客户的方法。

 � 订单完成率和供应链模型：快速高效地完成订单、送货上门以及处理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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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在华制造商而言，通过网络零售释放广大的市场潜力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与零
售商一样，它们必须快速制定营销方案，调动资源激发网络零售渠道。在此过程
中，至少有两个复杂问题需要解决：

 � 线上交易侵蚀传统批发商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定价问题和产品流管控问题。

 � 在需求异质化或高利润的品类上，市场分割的重新出现为新竞争者创造了发展
空间。服装业已然如此，而个人护理、小家电和食品业也渐露端倪。有鉴于此，
制造商应当努力满足长尾需求（尽管此举将增加供应链成本，制造战略也要相
应调整）。

中国政府能够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支持生产率提升来促进增长 
中国政府一直允许电子商务自由发展。长远来看，政府能够通过以下三大方面促
进网络零售增长，并对整体消费实现拉动作用。

首先，政府能够提供激励方案，扩展宽带和3G+基础设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通过对17国网络零售发展历程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两个科技促进因素是网络零售
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但在偏远地区却相对欠缺。消费者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在2011年，即使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仅为10%，中国的移动网络零售商业务已占到网
络零售的2%。而美国智能手机普及率为42%，移动网络零售商业务仅占到网络零
售的约5%。中国消费者一旦能够使用宽带和3G+服务，就有机会变成网购买家。

其次，采取措施加快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在自动化设备、现代仓储能力和
空运能力方面。虽然大部分工作需要私营部门完成，但中央政府也可以给予有益的
帮助，各级政府也可以研究特定的支持机制，包括税收、补贴和开放土地。如上
所述，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领先的快递公司都在积极提高分拣中心的自
动化水平。然而，一大限制因素就是现代仓储能力不足：中国现代物流设施总量
仅为580万平方米，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这一数字明显偏低。35 此外，由
于缺乏空运能力，二线以下城市的配送通常需要2天以上才能完成。一二线城市以
外城市的送货慢问题可能降低客户购买非必需消费品的意愿。

最终，技能短缺可能遏制中国网络零售业的进一步增长。前文提及，一些公司已经
开始聘用兼职和残障人士就业来缓解劳动力矛盾，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鼓
励此类劳动力的增长和技能发展。例如，中央政府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一定
比例的残障员工。省级政府还可以给出额外支持政策。希望优先解决这一议程的
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北京和深圳的补贴模式。  

政府还能给相关技术提供投资激励政策，或推动产学联合技术开发。

网络零售行业规模巨大，相对于中国其他行业监管较为宽松。 如果政府在不久的
未来更加重视这些关键抓手，自由竞争将在该生态系统中继续创造喜人成果。

外资主要网络零售商在中国市场面临巨大机遇—但需选对合作模式
成功进入中国网络零售市场的外国企业屈指可数。2011年，在前十大独立B2C电商
中，仅有亚马逊、一号店/沃尔玛与新蛋（分列第2、6、9位）属于外企，分别占据了
0.8%、0.4%与0.2%的网络零售市场份额。如亚马逊在中国取得的市场份额就远不
及其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水平。

35 世邦魏理仕： “中国物流:需求上升，但供应短缺” 2011年3月。



45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分院

之前，许多海外电商或者是成本/收益结构缺乏竞争优势，或者是没能针对当地需
求与偏好调整产品与服务，导致在中国市场纷纷受挫。比如Ebay早期在与淘宝的
市场份额争夺中落败后，通过控股易趣追加投资。然而，2006年，Ebay却将易趣
51%的股份转让给TOM.com，并于2012年终止了合作。如今易趣平台在中国已经
被挤压到边缘地位，2011年其销售额为6亿美元（折合36亿元人民币），比2010年
下滑了62%。

海外电商若想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就要做好在初期亏损的准备。诚然，有些本土企
业缺乏独特的价值主张—但是它们却无惧加入激烈的价格战。在本土电商学会
在除价格以外的领域竞争以前，市场在这个方面将充满挑战。机遇虽大，但初期
障碍却也令人怯步。 

海外服务提供商进入中国市场则是水到渠成，因为其业务模式就是帮助电商扩大
运营规模，捕获市场份额。它们在帮助中国产业完成生产力转型上拥有独特的优
势。海外服务提供商可以选择独自进入中国市场，注入足够投资，以本土运营的模
式服务中国电商。也可选择与当地服务提供商合作，利用它们现有的人员与投资。

最后，平台是网络效应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细分，在这个领域已涌现出成熟
的领先知名企业。海外平台运营商与其试图进入中国市场，与这些巨头一决高下，
不如另辟蹊径。有些平台运营商拥有独立的服务提供商业务，可以挖掘上文提到
的发展机遇。它们也可选择与中国的平台运营商合作开拓其他新兴市场，在那里
将有望得到比在本国大得多的网络零售市场份额。 

有些潜在的市场进入路径涉及到合作模式。海外企业需要在设计合作模式时确保
能捕捉并尽可能长久地维系价值，因为随着本土生态系统日益成熟、能力不断提
高，海外企业的专长与能力是无法始终保持同样的价值。外企也需要做好准备在
必要时追加投资，因地制宜地调整网上基础架构。这其中包括调整购物体验设
计、物流、退货/客服等，以适应当地消费者的预期。

给考虑进入其他新兴经济体制造商和传统零售商的启示
其他新兴经济体或许会想借鉴中国网络零售的模式以达到类似的成长。在进入这
些新兴市场时, 零售商和制造商不能轻视了网络零售的潜在重要性。同时, 中国的
中小及微型企业也可能看到这些市场的机会, 利用平台进行直接销售, 带来更多的
竞争。

给其他新兴经济体政策制定者的启示
中国通过发展电子商务推动生产力与消费增长、建设更加高效的分销网络，这些
经验值得其他新兴经济体借鉴。 

和中国一样，这些国家的实体零售通常不够完善，因此平台模式有望生根发芽。然
而，由于运营无法企及中国巨大的规模水平，它们需要找到克服初期投资障碍的方
法。我们建议，可以考虑与相关行业合作，甚至与海外的顶尖平台商合作，借助它
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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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应重点优先发展两类基本基础架构：

 � 骨干技术基础架构：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宽带与3G+覆盖很可能成为网络零售
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 网络零售基础架构 (例如支付系统与物流覆盖)：由于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蕴
含的机遇能达到中国市场如此庞大的规模，其他国家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
来保证必要投资的到位。政府可以在必要的领域放宽监管，尤其还可鼓励投
资基础架构。

□    □    □

中国正朝着“世界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稳步迈进—而这一惊人的崛起是在宽带
普及率有限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旦实现全民宽带、3G+普及率提高，该市场的增长
潜力将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该产业将继续释放积累的消费需
求、催生数百万新生网络消费者，有望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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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技术分析说明

1. 266座城市列表

2.产品类别

3.增量消费分析方法

4.人均线上支出预测模型

5.基本生产率假设的计算

6. 266座城市消費模式的补充資料

1.266座城市列表
为了对比线上与线下经济活动，我们从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中选取了266座城
市。该数据库收纳了中国各城市长期GDP、可支配收入、总消费、年龄分布与人口
数据。我们利用了第二章中探讨的增量消费分析方法研究这266座城市的数据。 

其中有4座一线城市、43座二线城市、135座三线城市以及84座四线城市，如图A1
所示。

2.产品类别
为对比线上与线下消费模式与价格走势，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家庭消费调查
中的分类标准，定义了七大产品类别。

图A2列出了各产品类别包含的内容以及子类别下的产品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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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城市级别细分的266个城市

资料来源：麦肯锡“解读中国”数据库

图A1

一线(4)

北京
广州
上海
深圳

二线 (43)

鞍山
包头
长春
长沙
常州
成都
重庆
大连
大庆

东莞
东瀛
佛山
福州
哈尔滨
杭州
合肥
呼和浩特
济南

昆明
南昌
南京
南宁
南通
宁波
青岛
沈阳
石家庄

苏州
太原
唐山
天津
温州
武汉
乌鲁木齐
无锡
厦门

西安
徐州
烟台
郑州
中山
珠海
淄博

三线 (135)

安庆
安阳
白山
保定
宝鸡
北海
蚌埠
本溪
郴州
常德
常熟
长治
承德
郴州
赤峰
丹东
大同
德州
东胜
防城港
抚顺
阜新

阜阳
抚州
赣州
贵港
桂林
贵阳
海口
海宁
邯郸
荷泽
淮安
淮北
淮南
黄石
惠州
葫芦岛
湖州
佳木斯
焦作
嘉兴
吉林
景德镇
荆门

荆州
金华
济宁
锦州
九江
开封
克拉玛依
莱芜
廊坊
兰州
乐山
连云港
辽阳
辽源
临沂
柳州
龙岩
漯河
洛阳
泸州
马鞍山
绵阳
牡丹江

南充
南阳
内江
盘锦
攀枝花
平顶山
萍乡
莆田
濮阳
秦皇岛
钦州
齐齐哈尔
七台河
泉州
衢州
日照
三明
汕头
韶关
绍兴
十堰
石嘴山
朔州

松原
宿迁
宿州
泰安
泰兴
泰州
台州
通化
通辽
铜陵
瓦房店
潍坊
威海
文登
乌海
芜湖
襄樊
咸阳
邢台
西宁
新乡
新余
盐城

阳泉
扬州
宜昌
银川
营口
宜兴
岳阳
榆林
玉溪
枣庄
张家口
漳州
湛江
肇庆
镇江
舟山
诸城
株洲
自贡
遵义

广元
汉中
鹤岗
衡水
和田
贺州
洪湖
怀化
黄山
辉县
江山
建瓯
蛟河
嘉峪关

金昌
金城
集宁
晋中
鸡西
凯里
耒阳
临汾
临海
临河
丽水
六盘水
龙海
麻城

满洲里
梅州
南宫
南平
讷河
宁安
宁德
邳州
普宁
青州
瑞昌
上饶
尚志
邵阳

双辽
双鸭山
四平
天门
天水
铁岭
桐城
铜川
同仁
渭南
文昌
武安
武威
吴中

梧州
咸宁
兴义
辛集
宣城
许昌
延安
延吉
伊春
宜春
伊宁
运城
驻马店
遵化

四线(84)

安康
安顺
百色
宝山
毕节
亳州
朝阳
滁州
大丰
峨眉山
丰镇
汾阳
福鼎
个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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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类定义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品类 子品类 产品举例

食品 1. 谷物 大米、面粉
2. 淀粉及衍生产品
3. 干豆类及豆制品
4. 油
5. 家禽、肉类及副产品 猪肉、鸡肉、加工肉类产品
6. 鸡蛋
7. 水产品 鱼、虾
8. 蔬菜 新鲜蔬菜、脱水蔬菜及蔬菜制品
9. 调味料 食盐、酱油
10.糖类 糖、糖果、巧克力
11.茶和饮料
12.干果和新鲜水果
13.糕点和饼干 糕点、面包、饼干
14.液态牛奶和乳制品 巴氏杀菌或灭菌奶、酸奶、奶粉
15.餐厅
16.其他食品
17.烟草
18.酒
19.烟酒用品

服装 1. 服装 男装、女装、童装
2. 服装材料 纯棉布、化纤布、羊毛线
3. 鞋、袜、帽子
4. 布料加工服务费 缝纫、清洁

家居用品和服务 1. 耐用消费品 家具：床、桌子、沙发；
家电：冰箱、空调、微波炉

2. 室内装饰 窗帘
3. 床上用品 被子
4. 家庭日用品 茶具、餐具、厨房用具、清洁产品
5. 家庭服务及加工维修服务

医疗保健及个人
用品 1. 医疗设备和用品

2. 中药和中成药

3. 西药 抗生素（抗感染药）、维他命、消化系统药物

4. 医疗保健设备及用品

5. 医疗保健服务 挂号和就医费

6. 化妆品及美容用品 护肤品、彩妆产品

7. 盥洗用品 洗发水、沐浴露

8. 配饰 珠宝首饰、钟表

9. 美容美体 美容护理、理发、水疗中心

交通和通讯 1. 交通工具 汽车、摩托车、自行车

2. 汽车燃料和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

3. 汽车使用和维修成本 保险、停车和维修

4. 城市公共交通费 公交车票、出租车

5. 城际交通费用 飞机票、火车票

6. 通信工具 电话、手机

7. 通信服务 手机通信费用、网络费

娱乐和教育用品及
服务 1. 用于娱乐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 电视机、照相机、电脑

2. 教育 书籍、教育软件、教育服务

3. 文娱 乐器、CD、玩具、书籍、报纸、电影票、有线
电视费

住宅 1. 建筑和装饰材料 砖、水泥、玻璃、卫浴设备

2. 租金

3. 自有住房 物业管理费、维护和维修费

4. 水、电、燃料

图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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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量消费分析方法
我们针对线下支出开展了回归分析，其中包含两个独立变量：线上支出与可支配
收入。所有变量均为户均值。从可用数据中我们选取了266座城市的样本。这些城
市的GDP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线上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0%-80%。线上消费数
据来自某家大型多品类网络零售平台，并结合麦肯锡独家的“解读中国”数据库数
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数据并不涵盖整个市场，因此得出的仅为近似结论，但仍
足以代表当前的基本趋势。 

我们利用最新的可用数据，即2010与2011年数据，开展了三次回归分析—2011数据
（公式1）、2010数据（公式2）、2010加上2011数据（公式3）。公式1与公式3均得出
了合理结论。线上支出以及可支配收入的系数在公式1与公式3中也是一致的。户均
线上支出（X1）系数为-0.61。也就是说，线上支出每增加1元，线下支出就减少0.61
元，使得总消费额净增0.39元。户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为0.54，这与40%的家庭储蓄
率以及正截距是符合的。 

在公式3（2010加上2011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又分城市层级进行了回归分析。线
上支出（X1）系数在三四线城市为-0.43。 

鉴于线上支出的潜在内生性，我们还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公式
1的结果。2SLS法也显示线上支出对总消费有促进作用。我们首先估算户均线上
支出，利用了各种工具变量组合，其中包括户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水平人口比
重、20-29岁人口比重与互联网普及率。之后，利用线上支出估值开展公式1的回归
分析，检验之前运用线上支出实际数据时的分析结果。由于高等教育水平人口比重
与互联网普及率数据不完整，我们并没有用2SLS法检验公式3，而是检验了公式1
的结果，并且将266座城市样本缩减为22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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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均线上支出预测模型
该模型被用于预测中国2020年的线上支出。

首先，我们定义了驱动因素与地区类别，如下图（图A3）所示：

1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Online and upcoming: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aspiring countries.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列出驱动因素和地区

我们确定了四类潜在驱动因素… …并列出过去MGI相关报告1中的22个
国家和地区

▪ 可支配收入
▪ 年龄分布
▪ 教育水平

需求条件

▪ 风投/私募对网络零售业
的投资供应条件

▪ 网络普及率
▪ 宽带普及率
▪ 个人电脑普及率
▪ 智能手机普及率
▪ 3G及以上普及率

技术因素

▪ 信用卡+借记卡的交易价
值

▪ 对物流的投资
▪ 线下零售面积

非技术因素

▪ 中国

▪ 印度

▪ 日本

▪ 马来西亚

▪ 韩国

▪ 台湾地区

▪ 越南

▪ 匈牙利

▪ 俄罗斯

▪ 阿根廷

▪ 巴西

▪ 墨西哥

▪ 摩洛哥

▪ 尼日利亚

▪ 美国

▪ 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加拿大

▪ 瑞典

▪ 土耳其

▪ 英国

图 A3

12个驱动因素中有8个在其后的三轮筛选中被排除，最终确定了4个驱动因素（宽
带普及率、3G+普及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银行卡交易额）。

 � 数据可得性：风投/私募对网络零售的投资数据并不连续，而投资与网络零售
发展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从长期来看也未必一致。

 � 统计显著性：判定系数或散点分析均未显示年龄分布、教育水平、物流投资、
线下零售面积与人均线上支出有明确相关性。

 � 促进因素相互独立性：宽带普及率与电脑普及率以及互联网普及率高度相关，
选择宽带普及率的原因是宽带普及的要求更高，从而也就更能体现出不同地区
技术成熟度的区别。类似地，3G+普及率与智能手机普及率也呈高度相关。

22个地区中有5个在三轮筛选中被排除，最终确定了17个地区（中国、日本、马来西
亚、韩国、台湾地区、匈牙利、俄罗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美国、法国、德国、意
大利、加拿大、土耳其、英国）。

 � 因变量的数据可得性：摩洛哥与越南的人均线上支出数据无法获得。

 � 自变量的数据可得性：瑞典与尼日利亚的宽带普及率数据无法获得。

 � 数据可靠性：印度的数据由于与其它地区相比误差/残差率高，可靠性存疑。

这5个独立/非独立驱动因素与17个地区2003-2011年的数据是可得的。我们以2005
年的价格为基准转换了所有金额，以排除通货膨胀的影响。153组数据各自代表特
定的地区/年份组合，并被用于回归分析，寻找人均线上支出与4个自变量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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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确保模型中的变量不存在线性相关，我们采用了“主成分分析”统计方法。
这种方法将一组潜在相关变量的观察数据转化为一组非相关变量的值，这些非
相关变量就称为主成分。由于方程是针对全球构建的，可能存在高估或低估某些
地区人均线上支出的情况，因此我们还引入了虚拟变量来体现地区影响。

17个市场的数据显示，网络零售市场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为：3G+普及率、宽带
普及率、人均银行卡交易额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预测2015年与2020年的人均线上支出，我们通过以下方法预测了这4个独立驱
动因素的值。

 � 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麦肯锡“解读中国”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4月版）。

 � 宽带普及率与3G+普及率：我们根据以下地区2011年的数据模拟了乐观、基
础、悲观三种情境 (见图A4)： 

– 韩国、美国、台湾数据用于2020年预测。

– 台湾地区、匈牙利、马来西亚数据用于2015年预测。

 � 人均银行卡交易额：根据2003年以来该数据与可支配收入间的相关性以及麦
肯锡“解读中国”宏观经济模型（2012年4月版）中对可支配收入的预测进行
计算。

在所有情境下，2020年前增长预测的85%-90%都来自3G+与宽带普及率的提高。

通过将关键技术驱动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标，
预测中国网络零售的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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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本生产率假设的计算
为了解已动用资本的生产率，我们选择了一些实体零售商来研究其资产负债表。我
们也研究了租用物业（办公楼、门店、仓储）的情况，确保涵盖所有主要投资，不
论这些投资是否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我们的研究对象有苏宁、国美、王府井、联
华，但鉴于租赁物业数据的可得性，在预测中仅采用了苏宁与国美的例子。图A5中
前两列显示的是苏宁与国美每个投资类目中已动用资本占收入比重。

其次，我们评估了各项投资类别是否也是线上渠道的运营所必须的。比如，线上渠
道完全不需要投资实体店。办公楼、其它长期资产、净流动资产的投资对网上零售
商而言可能略有下降，但我们仍保守地假定投资额为100%。仓储与机器/设备主
要由物流环节数决定，鉴于线上渠道供应链效率较高，我们假定这方面有30%的
投资是不需要的。

另一方面，线上渠道则需要更高的IT投资。我们假定电商平均IT投资是收入的某
个百分比值。图A5的最后两列总结了我们的假设与理由。

最后，加上平台运营商与服务提供商的投资（不算快递，因为实体零售商同样使用
第三方物流供应商的服务）来估算网络零售所需资本。估算结果参见图A6。

净流动资产 8.3

其他长期资产 9.6

IT设备 0.5

机器和设备 0.7

仓储 0.5

办公楼 1.1

店铺 239.6

资本生产率计算的假设

4.8

15.5

0.5

1.6

0.4

1.8

116.3 0

100

100

n/a

70

70

100

苏宁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文献检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国美

在线所用资本占线
下所用资本的比例
%

1 根据2011年数据计算；包括租用的店铺和办公楼

资产1

占收入的比例1

理由资产类型

按照网络零售商的投资
水平进行计算

网络零售不需要实体店

线上和线下零售相似

线上和线下零售相似

线上和线下零售相似

网络零售需要的物流层
级较少

网络零售需要的物流层
级较少

图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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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实体零售方式实现网络零售销售额，则所用资本可能会高出5到10倍
图 A6

2011年网络及实体零售的资本生产率对比
收入/全部所用资本

线下：资产负债
表内外的资产3

0.4–0.7

实体店铺资本

3.4–4.4

用于额外物流
层级的资本2

~0.1

较低IT投资水平1

0.4–0.5

无服务供应
商及市场

0.2–0.3

网络零售生态系

3.6–4.1

1 根据2011年电商IT投资水平计算
2 由于网络零售行业的物流层级较少，因此假设网络零售的物流成本仅为实体零售的70%
3 以苏宁和国美为例；包括租用的店铺及办公楼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专家访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6.266座城市消費模式的补充資料

各主要网络零售指标的城市举例

0.29

0.44

0.57

0.71

0.82

0.95

1.10

1.25

1.53

2.33

2

3

4

5

6

7

8

9

10 0.60

0.74

0.82

0.88

0.93

0.98

1.04

1.13

1.27

1.62

網絡零售消費
266城市平均之倍數; 城市舉例

网络零售人均消费额 平均每名网购者的网络零售消费额十分位

1

图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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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分析

266座城市

 



55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分院

55

参考书目

阿里研究中心，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报告。

阿里研究中心，网络零售价格指数报告，2011年。

阿里研究中心，2011年网商发展研究报告。

阿里研究中心，天猫，淘宝，2012天猫运营服务商白皮书。

淘宝无线事业部，2011年度电子商务数据报告。

曾鸣、宋斐，C2B: 互联网时代的新商业模式，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a， 
2012年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阿里研究中心，“沙集模式”调研报告，2012年 
1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研究报告，2011年。

艾瑞咨询集团，2011-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年度监测报告，2010-2011年。

艾瑞咨询集团，中国电子商务第三方服务市场研究报告，2012年5月。

艾瑞咨询集团，中国网络广告行业年度监测报告简版，2011-2012年。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服务中心，2011年电子商务行业研究报告。

IDC，电子商务和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的社会经济影响，2008。

IDC，为经济复苏赋能—电子商务和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的社会经济影响，2009。

IDC，为信息经济筑基—电子商务和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的社会经济影响，2011。

IDC，加速信息社会进程—电子商务和阿里巴巴商业生态的社会经济影响，2012。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网络购物深度研究系列报告，201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07年度行业分析报告，连锁百强总体情况。

Akamai, The state of the Internet, 2nd quarter, 2011 report.

Bosshart, Stephan, Thomas Luedi, and Emma Wang, “Past lessons for China’s 
new joint ventures,” McKinsey Quarterly, December 2010.

CB Richard Ellis, China’s logistics: Rising demand but a shortage of supply, 
March 2011.



56

Credit Suisse, eBay Inc.: Pay it forward; upgrade to outperform, March 2010.

EBay, Q2-12 financial highlights, July 2012.

Efendioglu, Alev M., Vincent F. Yip, and William L. Murray,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E-commer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ssues and influences,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Press, 2004.

El-Gawady, Zeinab Mohamed,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ase study: Egypt and United States, Misr Universit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Enders Analysis, UK consumer c-commerce trends, July 2011.

Forrester, Mobile Commerce Forecast: 2011 to 2016, June 2011.

Forrester, Research Online Retail Forecast, 2011 to 2016 (US), January 2012.

Galvin, Jeff, Jimmy Hexter, and Martin Hirt, “Building a second home in 
China,” McKinsey Quarterly,  June 2010.

Hann, Il-Horn, and Siva Viswanathan, The Facebook app economy, Center 
for Digit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Robert H.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eptember 19, 2011.

Hoover, William E. Jr., “Making China your second home market: An interview 
with the CEO of Danfoss,” McKinsey Quarterly, February 2006. 

Hoq, Ziaul, Md. Shawkat Kamal, A. H. M. Ehsanul Huda Chowdhur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commerce,” BRAC University Journal, volume II, 
number 2, 2005.

Japan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Research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Japan’s information-based economy society (e-commerce market 
survey), 2003–2011.

Li & Fung Research Centre, Online retailing in China, July 2012.

McKinsey & Company High Tech Practice, Online and upcoming: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aspiring countries, January 2012.

McKinsey & Company, Annual iConsumer survey, 2011–2012.

McKinsey & Company, Winning the $30 trillion decathlon: Going for gold in 
emerging markets, August 201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June 201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May 2011.



57中国网络零售革命：线上购物助推经济增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中国分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June 201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world at work: Jobs, pay, and skills for 3.5 
billion people, June 2012.

McKinsey on Payments Number 14, The evolving mobile payments consumer: 
Strategic insights from around the globe, June 2012.

Meeker, Mary, Internet Trends, KPCB, May 2012.

Morgan Stanley, The Mobile Internet Report, December 2009.

Murphy, Matt, and Mary Meeker, Top Mobile Internet Trends, KPCB, 
February 2011.

OECD Publish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electronic commerce: 
Preliminary findings and research agenda, OECD Digital Economy Papers, No. 
40, 1999.

US Census Bureau, Quarterly e-commerce report, 2000–2012 Q3.

Varian, Hal R., “Computer mediated transactions,” 2010 Ely Lecture at the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meeting in Atlanta, Georgia, March 6, 2010.

Willis, Jonathan L., What impact will e-commerce have on the U.S.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2004.

Yankee Group, Link Data— Global Mobile Forecast, September 2012.



58



www.mckinsey.com/mgi

E-book versions of selected MGI reports are available at MGI’s 
website, Amazon’s Kindle bookstore, and Apple’s iBookstore.

Download and listen to MGI podcasts on iTunes or at 
www.mckinsey.com/mgi/publications/multimedia/

Related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search

Urban world iPad app (March 2013)

An unprecedented wave of urbanization is driv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history, as the center of economic gravity shifts decisively east. 
MGI’s new iPad app offers an intuitive sense of this new urban world, showcasing 
GDP, population, and income levels for over 2,600 cit ies worldwide in 2010 and 
2025. The app is available from the Apple App Store. An Android and iPhone 
version will be available soon.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 June 2012)

Cities have long been the world’s economic dynamos, but today the speed 
and scale of their expansion is astonishing. MGI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growth, the one billion people in rapidly growing cit ies who will become 
consumers by 2025, and how these consumers will impact demand not only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but also for infrastructure.

Internet matters: 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 
(May 2011)

The Internet accounted for 21 percent of GDP growth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among G8 countries, and its contribution is sharply accelerating. Most of the 
economic value created by the Internet falls outside of the technology sector: 
75 percent of the benefits are captured by companies in mor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ig data: 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 competit ion, and productivity 
(May 2011)

Big data will become a key basis of competit ion, underpinning new wav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surplus—as long as the right 
policies and enablers are in place.

If you’ve got it, spend it: Unleashing the Chinese consumer (August 2009)

By pursuing a more aggressive program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China’s leaders 
could raise private consumption above 50 percent of GDP by 2025, vaulting 
China’s economy into a new phase. A more consumer-centric economy would 
generate more jobs, allocate capital and resources more efficiently, and enrich the 
global economy with $1.9 trill ion a year in net new consumption.

The world at work: Jobs, pay, and skills for 3.5 billion people ( June 2012)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 global labor market has taken shape, spurring a 
massive movement from “farm to factory”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boosting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But the strains on this labor force are becoming evident, 
including demand and supply imbalances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skilled and 
unskilled workers alik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rch 2013
Copyright © McKinsey & Company
www.mckinsey.com/mgi

@McKinsey_MGI

McKinseyGlobalIn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