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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农村电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农村电

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农村电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农村电商行业的现状、中国农村

电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农村电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农村电商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农村电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农村电商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达3530亿元;2016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达

到4823亿元。预计2018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8633亿元，未来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为38.87%，2020年我国农村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6860亿元。

     2017年全国农村实物类产品网络零售额782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的比重为14.28%。我们测算2018-2020年农村电商件复合增速将达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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