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电商 - 中国 - 2019年
年2月
月
报告价格: £3302.97 | $4460.00 | €3717.16

以上是报告发表时候的价格，但是也可能因为汇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2018年对社交电商是光辉成功的一年，频频登上头条的拼
多多和蘑菇街成功上市。主要企业继续寻求品类、渠道以及
促销形式的扩张。消费者乐享便宜的价格、全面的产品信息
以及亲人朋友的推荐，而个人卖家或分销商也因自己的线上
事业获得成就归属感和认可。与此同时，男性和年长消费者
的购物欲已通过社交裂变、短视频、直播和其他精彩新颖的
媒体得以挖掘，这些消费者被传统电商经营者忽略已久。"
– 吴丝，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把握社交电商中的
把握社交电商中的“他经济
他经济”机遇
机遇
各平台同场竞技
时尚品牌如何拥抱社交电商

社交电商已从边缘位置移至舞台中心，尤其是随着去年拼多多的拼团折扣模式不断登上新闻头条，并且几乎所有电商企
业都采用这一模式。同时，电商经营者也正向新品类扩张，使用新的分销渠道和促销形式来吸引更多消费者。
所有年龄段的消费者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到社交电商的狂欢中。除了享受便宜的价格、全面的产品信息以及亲人朋友
的推荐，一些消费者自身也成为分销商或卖家，凭借销售自制商品获得归属感和认可。社交电商平台瞬息万变的发展不
仅仅鼓励了活跃消费者和卖家，还成功挖掘出更多男性和年长消费者的潜力，他们未曾成为制造商和品牌的关键目标。
因此，由于社交电商和传统电商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两者最终将在同一战场上竞技对决。如今保持低价卖点仍具吸引
力，但若牺牲了产品品质，这一卖点将在未来对社交电商平台造成毁灭性打击。社交电商品牌将需要在质量和服务上投
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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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电商经营者分类
品类、分销以及促销形式的扩张
中国首部电商法正式生效

市场概述
社交电商的动态格局
数据9: 社交电商企业类型
激励式共享：推动社交电商蓬勃发展
中国电商法如何改变社交电商中的竞争态势
微商的困境与机遇

竞争策略
品类扩张大势所趋，但并非增加收益的唯一途径
社交电商业务涉足线下渠道
微信小程序用于为社交电商拉动流量
短视频和直播点亮促销新形式

消费者
消费者——您所需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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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电商加快衣橱更新
关注男性的消费需求和喜好

社交电商相关行为
社交电商成为全民热潮
数据10: 社交电商相关行为，2018年10月
数据11: 参与买方相关行为的消费者比例（按人口统计特征区分），2018年10月
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因便利性、价格便宜和真实的评论而对微信上的微商青睐有加
数据12: 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微商购买产品的关键动因，2018年9月
数据13: 社交电商相关行为（按年龄区分），2018年10月
卖家驱动互动热情
数据14: 社交电商卖方的购买行为，2018年10月
数据15: 社交电商卖方的年龄，2018年10月
数据16: 社交电商卖方的性别，2018年10月
数据17: 社交电商卖方的工作情况，2018年10月

渠道认知
拼团平台，让人眼前一亮的黑马
数据18: 社交电商渠道认知，2018年10月
数据19: 社交电商渠道认知（按年龄区分），2018年10月
数据20: 社交电商渠道认知（按教育程度区分），2018年10月
垂直类社交电商平台集中瞄准富裕女性
数据21: 对垂直类社交电商渠道的认知（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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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对垂直类社交电商渠道的认知（按家庭月收入区分），2018年10月

渠道使用情况
垂直类社交电商平台未能稳固交易
数据23: 社交电商平台渗透情况，2018年10月
解锁男性消费者的潜力
数据24: 社交电商渠道渗透情况（按性别区分），2018年10月
数据25: 从拼多多和京东拼购上买过商品的消费者比例（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18年10月

购买因素
价格和亲友推荐是关键区分因素
数据26: 购买因素，2018年10月
数据27: 拼团平台用户的部分购买因素（按消费者类型区分），2018年10月
综合性和垂直类社交电商平台吸引质量导向型消费者
数据28: 社交电商平台用户考虑的产品相关因素，2018年10月
数据29: 综合性社交电商平台用户的购买因素（按消费者类型区分），2018年10月
男性青睐多样性和便利性
数据30: 拼团平台用户的部分购买因素（按性别区分），2018年10月

所购产品或服务
社交电商突出了穿搭需求
数据31: 所购产品或服务，2018年10月
居家清洁用品、美妆及营养保健品深受高频用户青睐
数据32: 所购产品或服务（按消费者类型区分），2018年10月
社交电商的性别差距体现在何处？
数据33: 所购产品或服务（按性别区分），2018年10月
数据34: 购买部分产品的比例（按性别和年龄区分），2018年10月

对社交电商的态度
年轻富裕的消费者偏爱社交电商多过传统电商
数据35: 对线上零售渠道的偏好及前景预期，2018年10月
数据36: 对线上零售渠道的偏好（按收入和年代区分），2018年10月
数据37: 针对线上零售渠道的未来计划，2018年10月
对产品质量不太满意
数据38: 对线上零售渠道的态度，2018年10月
对大众买家的信任超过营销人员
数据39: 对社交电商影响因素的态度，2018年10月
数据40: 对名人/网红在社交电商平台上推荐的产品的态度（按年龄区分），2018年10月
名人推荐在小红书和蘑菇街上更受认可
数据41: 社交电商平台渗透情况（按对名人/网红推荐的态度区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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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积极的社交电商参与者
数据42: 社交电商相关行为（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8年10月
产品多样性和配送服务带动更强的购买意愿
数据43: 拼团平台用户的部分购买因素（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8年10月
社交电商：满意更多，期待更高
数据44: 对社交电商的态度（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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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动因分析
研究方法
分析数据说明
数据45: 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微商购买产品的关键动因，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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