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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电商代运营产业，广义上来讲是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服务商为品牌商提供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商务服务，属于

服务输出型产业，产业的产生依托于电商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品牌商拓展电商业务的刚性需求。 

1.前世：缘起于电商，兴盛于零售新业态带来的需求多元化。电商代运营产业主要经历了萌芽期-起步期-

高速发展期-品质发展期四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B2C 市场壮大提供繁衍土壤，品牌运营需求多元化提供

发展。消费市场的向好、网络购物渗透率的提升为电子商务及其衍生的代运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

随着电商零售新业态的兴起，品牌商的多元渠道布局必须不断加快，品牌商对品牌运营的诉求也随之拓展。 

2. 今生：赋能品牌商，优化线上渠道。从现状来看，电商代运营当前处于品质发展阶段，市场规模较大且

增速较高。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位于产业链最上游，赋能品牌商，优化线上渠道。电商代运营产业的价值产

生于渠道的精简和费率的再分配，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连接平台、品牌和消费者，通过更有效的资源置换，

达到效率最大化。从竞争格局角度来看，当前市场集中度较低，出现综合型与垂直型品类两个方向。 

3.未来：马太效应将愈发明显，电商代运营将从费率再分配转向价值创造。从发展动力来看，下游消费者

需求的变化和流量的多元化正在引领电商代运营转型；从竞争格局角度来看，处于产业领先地位的、规模较

大的、资金及供应链实力较强的企业将继续巩固其竞争优势，形成更强的产业壁垒；从产业内部结构演变来

看，电商代运营将从被动的费率再分配转向主动的价值创造。 

4.投资建议：我们看好宝尊电商（国内电商代运营领军者，背靠阿里资源丰富）和丽人丽妆（领先的化妆品

网络零售服务商）。 

5.风险提示：电商行业整体增速不及预期；电商代运营渠道费率降低；疫情对于人们消费习惯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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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世：缘起于电商，兴盛于零售新业态带来的需求多元化  

1.1 起源及简史：缘起于电商，历经四大发展阶段 

电商代运营产业，狭义上来讲是为品牌方提供运营服务的所有第三方业态的总称，广义上来讲是指在电

子商务活动中服务商为品牌商提供的部分或全部电子商务服务，包括多个子行业，如 IT 软件服务（如 ERP、

CRM 系统，商品管理工具等）、营销服务、运营服务（如代运营）、仓储物流服务以及客户服务等。品牌电

商服务产业属于服务输出型产业，产业的产生依托于电商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品牌商拓展电商业务的刚性

需求，属于电子商务的衍生。 

图 1：电商代运营产业一览 

 

资料来源：华映资本，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内电商代运营产业从 2003年萌芽至今，主要经历了萌芽期-起步期-高速发展期-品质发展期四个阶段。 

发展萌芽期（2003-2008 年）：代运营崛起于以淘宝网为代表的 C2C 平台，起初企业规模小、数量少，

技术基因弱。2003 年 5 月，淘宝网成立，阿里巴巴业务由 2B 向 2C 转型；2004 年支付宝在此背景下应运而

生，凭借网络支付、低价产品、免收商家交易费等措施，淘宝网在 2C 领域站稳脚跟。在该阶段，电商商家

为个体卖家，交易量小，产品较为个性化，对代运营的需求较低，因此代运营仅在萌芽中探索。 

发展起步期（2008-2009 年）：天猫上线，品牌商开始拓展电商渠道，代运营的市场开始扩大。2008 年，

淘宝商城（天猫前身）上线，为品牌商的入驻提供了平台上的可能性，代运营产业快速崛起，但所提供的服

务仍较为初级。 

高速发展期（2009-2014 年）：代运营开始转型为品牌电商服务；服务商数量快速增加，产业加速整合，

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开始细分。根据艾瑞咨询，2014 年中国网络购物 B2C 市场规模达到 1.3 万亿，根据中国

商务电子研究中心，2014 年网络购物总市场规模达 2.8 万亿， B2C 所占市场份额达到 45.1%。随着电商体量

及 B2C 市场份额的逐步提高，电商代运营企业数量爆发式增长，根据艾瑞咨询，2014 年品牌电商服务产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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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规模达到 261.6 亿元；服务范围也从初步代运营逐渐转型为全面的品牌电商服务。同时，由于不同品类品

牌差异化较为明显，电商服务市场开始细分。 

品质发展期（2015 年-至今）：1）品牌开始注重品质及用户体验，电商服务产业开始重视发展新技术，

转为规模型、人才技术密集型模式。2）部分资质优秀的服务商通过上市或被收购的方式获得持续融资的能

力，产业开始转型。2015 年左右，消费升级浪潮开启，随着消费者对品质要求的提升，品牌对品质运营、新

技术的要求提升。另外，品牌电商服务业内，2015 年宝尊电商美股上市、若羽臣挂牌新三板（现 A 股 IPO 审

核中）；壹网壹创于 2016 挂牌新三板，后于 2019 年登录 A 股；目前丽人丽妆的 IPO 已经到了审核阶段。可

以看出，产业内的优质服务商已加速融资。截止 2018 年，品牌电商服务产业交易规模已达 1613.4 亿元。 

图 2：品牌电商发展历程与电子商务发展史息息相关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1.2 发展动力：B2C 市场壮大提供繁衍土壤，品牌运营需求多元化提供发展 

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网络购物渗透率稳步提升 

根据商务部，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呈平稳增长态势，201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2 万亿元，增长 8%。

根据艾瑞咨询，2018 年网络购物市场规模为 8.0 万亿元，预计 2019 年可达 9.7 万亿元，网络购物增速有所

放缓，但仍保持 23.6%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2018 年网络购物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渗透率突破 20%，

预计渗透率还将不断提升。我们认为，消费市场的向好、网络购物渗透率的提升为电子商务及其衍生的代运

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 

图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 
 

图 4：网络购物交易规模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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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 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行业痛点催生品牌电商服务需求 

根据艾瑞咨询，2018 年 B2C 电子商务市场规模高达 4.4 万亿元，自 2015 年起，B2C 在网络购物的市场

份额超过 C2C，2018 年占比达到 55.5%。随着 B2C 市场规模的扩大，进入电商渠道的传统品牌商越来越多。 

电商平台的供应/营销要求与传统线下渠道差异巨大，无论是变化迅速的平台规则，还是层出不穷的线

上新场景、新媒介、新流量，都催生了传统品牌商对品牌电商服务商的专业运营需求，品牌电商服务商凭借

专业的一站式服务提供能力，能够解决品牌方的线上渠道痛点。 

电商零售新业态兴起，需求升级日趋专业化 

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除了流量红利渐弱的传统电商平台外，品牌官网，社交平台如微

博、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内容平台如豆瓣，私域流量领域如微信群聊、小程序、公众号、朋

友圈等均成为了消费者的新兴“种草基地”。部分平台除了“种草功能”外，甚至可以直链商城，极大促进

购买转化。信息来源多样化意味着品牌商的多元渠道布局必须不断加快，品牌商对品牌运营的诉求也随之拓

展。 

除了渠道多元化之外，“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网红带货”等新兴的电商零售模式也拓展了传

统零售的维度，提高了品牌运营复杂度。品牌商一一与各大内容平台、MCN 机构、KOL 进行接洽是一项投入

高、管理难的事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商务部，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5：中国网络购物 B2C 交易规模 
 

图 6：中国 B2C 与 C2C 市场份额对比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7：中国社交电商交易规模及增速 
 

图 8：淘宝直播交易规模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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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运营背靠大数据技术支撑  

为了快速对消费者进行识别与画像，品牌的运营策略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撑。服务商可以通过有效的系统

工具对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定期跟踪分析，同时将数据应用于品牌建设与多元渠道布局，分析品类、区域、

目标客群等，及时捕捉消费者需求偏好，结合大数据为品牌建设与多渠道策略提供依据。我们认为，专业的

数据整合分析能力将成为品牌电商服务产业有效的壁垒之一。 

大数据技术对精细化运营的助力分为三个阶段。在数据收集阶段，服务商收集如订单数据（尺码、颜色、

价格、退货）、流量数据（访问时长/时间、浏览轨迹）、人群数据（性别、年龄、购买力）等类型的原始

数据，并将其进行有效清洗、分类。在数据分析阶段，服务商通过 WMS、ERP、CRM 等软件针对原始数据进行

有效分析。在数据应用阶段，对消费者进行画像，及时洞察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不断挖掘购物需求、释放消

费潜力。 

2. 今生：位于产业链最上游，赋能品牌商，优化线上渠道 

2.1 现状：电商代运营当前处于品质发展阶段，市场规模较大且增速较高 

我们前文提到，当前电商代运营正处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即品质发展期（2015 年-至今），在这个阶

段，品牌开始注重品质及用户体验，电商服务产业开始重视发展新技术，转为规模型、人才技术密集型模式。

部分资质优秀的服务商通过上市或被收购的方式获得持续融资的能力，产业开始转型。 

市场规模方面，根据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品牌电商服务市场规模达到 1613.4 亿元，仍旧保持了 45.7%

的高速增长。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升，减税政策不断深化，电商行业天花板将进一步提升，国外品

牌入驻也将逐步增加。电商服务产业内的品类与品牌商数量都仍有很大上升空间，预期产业规模仍有较大探

索余地。结合历史复盘，我们认为，品牌电商服务市场发展在未来将与电商行业发展呈同步形态，表现为体

量不断增大，但增速放缓。预计在 2021 年产业市场交易规模可达 3473.6 亿元，增速逐步平稳于 25%左右。 

图 9：中国品牌电商服务市场交易规模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2018 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榜单、淘宝直播，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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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2.2 产业链定位：位于产业链最上游，赋能品牌商，优化线上渠道 

电商代运营产业的价值产生于渠道的精简和费率的再分配，主要起到的作用是连接平台、品牌和消费者，

通过更有效的资源置换，达到效率最大化。 

赋能品牌商：美妆、服装仍是电商代运营需求最大的产业品牌商 

根据艾瑞咨询，在产业链上游品牌商中，美妆、服饰和 3C 家电品类的服务品牌数量占比位居前三，2019

年分别占比达到了 20.9%、18.9%、17.2%。1）美妆品类作为消费升级的重点品类，在电商服务市场中占比最

大，原因主要在于美妆品类线上运营特点复杂，且要求的运营技巧多，使用电商服务较为普遍，因此该行业

内部使用电商服务比例和佣金率均相对较高。2）服饰行业因一年中多次换季，要求产品迭代速度很快，且

消费者需求变化越来越快，加大了服饰线上运营难度，因此服饰行业对电商服务需求较大，佣金率水平相对

适中。 

此外，随着消费升级不断深化，消费群体对品质生活要求越来越高，家装家居、食品饮料、健康、母婴

品类成为近三年增幅较大的服务品类，年均复合增速均超过 100%。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者的迭代与特征变化，品牌商对电商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升级：1）对品牌建设的需

求不断增强。消费者需求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定位越来越难，品牌定位与维持消费者黏性的难度加大，因此

品牌商不仅需要产品销量增长，也要求品牌不断扩大影响力，与消费者建立互动关系，不断增强消费者黏性。

2）对多元渠道布局的需求不断增强。品牌商触达消费者的难度增大，需要积极布局新兴渠道，抢占新的流

量来源。 

图 10：  2019 年服务商主要服务品类品牌数量占比  图 11：常见下游品牌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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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线下渠道：目前渠道平台以天猫为主，电商流量碎片化将拓展下游渠道 

品牌电商服务兴起于淘宝、天猫平台，但近几年，随着其他 B2C 平台逐渐发展壮大，新垂直平台、社交

平台不断兴起，消费者获取信息手段多样化，品牌电商服务渠道也随之呈现多元化。服务商在为品牌商做好

天猫渠道的同时，不仅布局 B2C 其他平台，也开始加码社交类新兴平台，因此京东、唯品会、苏宁易购、蜜

芽、贝贝、微信小程序、抖音等平台也出现不少品牌服务商。品牌电商渠道的多元发展迅速，天猫渠道的品

牌商增速有所下降，但天猫仍是品牌电商服务发展的最主要的产业链下游渠道。 

2.3 竞争格局：市场集中度较低，出现综合型与垂直型品类两个方向  

目前，品牌电商服务服务产业整体仍处快速成长阶段，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但经过几年的转型发展，

产业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进入壁垒，服务商整体水平提升，产业内出现几家较为出众的服务提供商，例如宝尊

电商、壹网壹创、丽人丽妆、杭州悠可、若羽臣等。 

根据覆盖品类的范围，电商代运营可以分为综合型与垂直型品类两个方向。1）综合型：力求覆盖多个

行业、多品类，吸纳的品牌客户范围更广，有助于积累丰富的品牌基础；2）垂直型：专注于单一或极少数

品类，例如美妆、家电 3C、母婴等个性化特征较为突出的品类，基于对某一品类特性的深入理解和对目标消

费者的认知，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策划，提升品牌影响力。 

品牌电商服务行业内，不同的企业对自身的业务模式与盈利模式的分类并不统一，例如壹网壹创将其业

务模式分为品牌线上服务（包含品牌线上营销服务、品牌线上管理服务）、线上分销业务、内容服务三类；

而丽人丽妆仅将其业务模式主要分为电商零售业务、品牌营销运营业务两类。虽然各公司对自身业务的梳理

与分类标准各不相同，但我们将其总结为三类：线上经销模式（买断货品）、线上分销模式（买断货品）、

一站式代运营服务模式（提供营销、代运营、仓储等运营服务）。 

表 1: 品牌电商服务商业模式、盈利模式梳理 

商业模式 概述 商品所有权 面向客户 盈利模式 

线上经销模式 以买断的形式向品牌方

采购货品并销售 

有 终端个人消费者 线上商品的销售收入与营销成本（包含采

购成本及各项营销费用等）的差额 

线上分销模式 以买断的形式向品牌方

采购货品并销售 

有 第三方 B2C 平台

/天猫或淘宝卖

家 

线上商品的销售收入与营销成本（包含采

购成本及各项营销费用等）的差额 

一站式代运营

服务 

代为管理品牌方的线上

店铺，并提供电商销售全

无 品牌方 公司收取固定服务费及与销售业绩等挂钩

的浮动服务费，与发生的人力成本、各项

 

 

 

资料来源：《2018 中国社交电商行业发展报告》，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淘榜单、淘宝直播，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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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服务 费用的差额 
 

资料来源：壹网壹创招股说明书，丽人丽妆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东兴证券研究所 

3. 未来：马太效应将愈发明显，电商代运营将从费率再分配转向价值创造 

3.1 发展动力：下游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流量的多元化正在引领电商代运营转型 

1）消费者需求变化越来越快，当代年轻人线上消费能力较高，且更喜欢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目前在移

动购物行业，以 90 后为代表的年轻人购物欲望强烈，线上消费能力较强，根据 QuestMobile 研究院数据，

2019 年 5 月移动购物行业中 90 后、00 后活跃用户规模占比分别为 33.4%和 8.1%，而他们的线上消费能力要

高于整体年龄段的平均值。当代年轻人呈现出来的特点，一是是重视品质，但不盲从价格。二是年轻人也更

加偏爱直观且互动的营销方式，比如短视频、直播、社交平台，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种草”的好渠道。根据

CBNData，微博数据显示 90 后更容易被网红博主“安利”。CBNData 消费数据也显示，年轻人在消费过程中

追求体验与互动，通过观看直播的购买转化效果持续提升。这一需求变化要求品牌电商服务商能够快速抓住

消费者心理，进行差异化店铺营销。 

2）电商流量来源日趋多元化和碎片化。随着新兴渠道迅速发展，电商流量来源越来越碎片化，虽然传

统电商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消费者分布不集中，增大消费者触达难度。近年来，以拼多多为代表的社交分享

型（拼购）电商在迅速崛起，这类电商拥有耗的流量入口，同时拥有海量的下沉市场用户。而以直播、抖音

和快手为代表的内容型电商也在崛起，内容型电商以消费者为中心，围绕 KOL、IP、直播、热点事件等进行

内容创造，由内容驱动成交，从而提升电商的营销效率。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流量来源会驱动电商代运营企业

采取有针对性的内容服务和线上营销、分销。 

3）非搜索式购物兴起，对大数据用户画像及精准推荐的要求提高。无论是阿里还是拼多多，依靠算法

精准营销，都是大势所趋。淘系电商通过大数据一方面可以确定消费者画像，进行针对性主动首页推送，另

一方面可以通过买家的营销关系路径推荐同类商品和店铺，令购买的转化率大幅提升。服务商可以通过有效

的系统工具对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定期跟踪分析，同时将数据应用于品牌建设与多元渠道布局，分析品类、

区域、目标客群等，及时捕捉消费者需求偏好，未来专业的数据整合分析能力将成为品牌电商服务产业有效

的壁垒之一。 

3.2 竞争格局演变：未来马太效应将愈发明显，品牌电商服务专业化要求将越来

越高  

展望未来的电商代运营竞争格局，处于产业领先地位的、规模较大的、资金及供应链实力较强的企业将

继续巩固其竞争优势，形成更强的产业壁垒。头部公司中，宝尊电商、壹网壹创的模式较轻，丽人丽妆、凯

诘电商的模式较重。根据艾瑞咨询，2018年产业内第一梯队的GMV在品牌电商服务市场的GMV比重达到32.1%。

未来市场集中度预计将进一步上升，马太效应愈发凸显。 

图 12: 2018 年中国品牌电商服务市场竞争格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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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艾瑞咨询，东兴证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在零售新业态兴起与变迁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品牌运营越发复杂化、品牌商对品牌电商服

务的专业度要求也越来越高，能够提供专业“一站式”服务的代运营商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3.3 产业内部结构演变：将从被动的费率再分配转向主动的价值创造 

1）从价值创造角度看，过去电商代运营产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赚取的是线上营销费用的一部分，通

过供应链改造、渠道运营、仓储物流和助力品牌宣传等行为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瓜分产业链整体的利润空

间（客户主要集中在美妆、母婴等利润率和渠道费用较高的产业），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费率再分配。 

2）展望未来，电商代运营产业将从被动的瓜分营销费用转变为主动的价值创造，一件商品的销售额与

流量、客单价、复购率等要素密切相关，电商代运营未来将会尝试在每个环节主动创造价值。比如，引入多

元化的流量来源、采用交叉营销和捆绑销售形式提高客单价以及优化客户关怀提高复购率 

4. 投资策略：看好宝尊电商（BZUN.O）与丽人丽妆 

我们看好国内电商代运营领军者的宝尊电商（BZUN.O）、和领先的化妆品网络零售服务商丽人丽妆（未

上市）。 

4.1 宝尊电商（BZUN.O）：国内电商代运营领军者，背靠阿里资源丰富 

市场份额占有率高，品牌客户认可度高。宝尊电商于 2006 年在上海成立，提供以品牌电子商务为核心

的一站式商业解决方案，包括店铺运营、数字营销、IT 解决方案、仓储配送、客户服务等 5 大内容。宝尊

CEO 提出品牌升级是为了更好实践“4I”价值体系：诠释、实践、整合、创新，体现了宝尊电商以高价值商

业服务和科技为品牌赋能、为消费者提升用户体验的决心。据艾瑞《2017 中国品牌电商服务产业研究报告》

显示，宝尊已经在国内市场占据了决定性的市场优势，25%的市场份额位列产业第一，规模是第二名的近四

倍。相对于一些针对细分行业的电商代运营公司，宝尊拥有着更庞大的客户群体和更丰富的客户结构，合作

品牌商家数量遥遥领先，且获得了华为、中国平安、BURBERRY 等知名、受欢迎和交易规模较大的品牌客户，

这样充足、多品类的品牌客户积累有望给公司经营带来一定的头部效应，吸引更多品牌进一步合作；另外，

品牌客户的充足性和多元性也使得品类间和品类内的协同效应有望实现，为公司经营质量带来进一步的改善。 

图 13：宝尊电商发展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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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宝尊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背靠阿里资源丰富。公司在 2009 年成为第一批经过淘宝认证的淘拍档合作伙伴，2010 年阿里巴巴完成

对宝尊的两轮战略投资，2015 年便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开启全球化扩张，截至 2019 年，公司分支分布在

杭州、北京、香港及台湾地区，在日本、韩国及美国均设有海外办公室，覆盖 8 个垂直行业，服务超过 220

个全球品牌。 

4.2 丽人丽妆：领先的化妆品网络零售服务商 

电商美妆市场霸主，先发优势与规模效应显著。丽人丽妆成立于 2007 年，于 2019 年申请 A 股上市。公

司主要从事电商零售业务和品牌营销运营服务，其中，电商零售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具体包括为品牌方

提供覆盖店铺基础运营、页面视觉设计、产品设计策划等网络零售综合服务，从而提高品牌线上零售的运营

效率，助力品牌在线上渠道的价值重塑和销售转化，挖掘其市场潜力，提升其品牌形象与市场地位。公司深

耕化妆品网络零售服务领域十余年，公司运营的“相宜本草官方旗舰店”作为第一家入驻天猫平台的授权美

图 14：宝尊电商服务模式示意图 
 

图 15：宝尊电商核心优势 

 

 

 

 

资料来源：宝尊电商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宝尊电商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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妆品牌官方旗舰店，对电商美妆市场提供了积极推动和标杆作用。公司凭借对行业特点、品牌特征及消费习

惯的深刻理解和洞察，以及在线上零售服务方面积累的专业运作经验、数据分析及精准营销策划能力，持续

拓展品牌授权规模，具有广泛的合作品牌基础。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美宝莲、施华蔻、兰芝、雅

漾、雪花秀、相宜本草、雪肌精等超过 60 个品牌达成合作关系 

图 16：丽人丽妆经营模式示意图 

 

资料来源：丽人丽妆招股说明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IT 与大数据基础为供应链价值和品牌运营赋能。公司具备专业的 IT 研发与应用落地能力，研发建设并

持续完善专业的互联网零售智能化运营系统，通过信息化系统衔接公司各部门的不同业务环节，确保各项业

务的精细化管理和顺利推进，并实现供应链价值重塑，持续提高运营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流畅、高效的购物

体验。公司利用电商平台的经营特点，在经营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了庞大而有效的用户消费数据，并自行研发

了 BI 商业智能分析系统、大数据存储处理系统和 CRM 客户忠实度管理系统，为品牌运营提供数据支持及策

略建议。 

5. 风险提示： 

电商行业整体增速不及预期；电商代运营渠道费率降低；疫情对于人们消费习惯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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