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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

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生鲜农产品

电商行业的现状、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做了重点

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生鲜农产品电

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生鲜农产品电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所谓生鲜电商，指的是利用互联网的方式直接销售生鲜类产品，包括蔬菜、海鲜、肉禽、

蛋奶、水果等品类。

     从产业链看，生鲜行业的产业链较长，一般包括上游供货方（农场、生产加工企业、产地

直采）、中游供应商（农贸企业、经销商）、生鲜商家（生鲜电商、大型商超、农贸菜场）

、物流配送（自建物流、第三方配送）、终端消费者。

 生鲜电商发展阶段                           2005&mdash;2012年             生鲜电商处于萌芽阶段。商家通过

建立城市中心仓，实现当日下单，次日送达。但彼时渠道效率低下，产品品质不稳定，消费

者体验不佳。同时，受限于消费市场和互联网技术等，行业发展较为缓慢。                              

2013&mdash;2016年             生鲜电商处于洗牌阶段。前置仓模式的提出，将原本的&ldquo;次日

达&rdquo;升级为&ldquo;一小时达&rdquo;，降低ToC端的配送成本，提升了产品品质。随后

，生鲜电商受到资本方的关注，电商巨头纷纷入局，开始了新一轮混战。但由于面临高昂的

物流及运营成本，部分中小型生鲜电商企业倒闭或被并购。                               2017年至今             

经历了萌芽期、初步探索期后，生鲜电商处于高速发展期，但尚未出现成熟的盈利模式。

在&ldquo;菜篮子&rdquo;政策支持、消费者收入增长及需求升级、冷链物流技术等推动下，生

鲜电商行业迎来飞速发展。                

      据博思数据发表的《2021-2027年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我国拥有3.1亿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204万个农业经营单位，耕地面积超过13亿千公顷

。完备而庞大的生产体系是的生鲜农产品的供给量十分充足。此外近年来全球贸易加速，农

业经营亦有全球化趋势，这更加丰富了国内的产品供给能力。

      由于生鲜农产品自身具有鲜活性、难存储、易腐坏等特点，决定了生鲜农产品物流不同于

一般物品的运输。为了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其物流配套（如冷库、冷藏车、温湿监测仪

器等）设施必须有针对性的购置和使用，对全链条的监控实施标准有很精准的要求。同时生

鲜农产品是消费必需品，需求弹性小，物流规模大且物流类型复杂。生鲜农产品的物流规模



超过万亿元，但冷链水平仍旧较低，有巨大的发展升级空间。                                       时间             

中国生鲜农产品物流规模变化及预测(亿元)             增速（%）                               2014年            

9794.2             　                               2015年             10152             3.65                               2016年             10986       

     8.22                               2017年             11509             4.76                               2018年             12387             7.63   

                           2019年             12676             2.33                               2020年             1291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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