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袁足不出
户尧一键购物尧野无接触冶配送已经成
为许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遥 电商行
业袁特别是以生鲜电商为代表的新零
售概念类电商异军突起遥 疫情中的电
商行业如何转危为机袁既保卫民生大
计袁又为自身发展寻得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钥

生鲜电商异军突起 供应链考验
升级

生鲜电商在疫情中逆势而上袁销
售额大幅上升袁电商行业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遥 如何保障生鲜产品的供应链袁
是所有生鲜电商平台面临的最大问题遥

一些生鲜电商平台企业创新供
应链模式袁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袁按照
销售大数据预估第二天的销量并据
此安排工作计划曰一些生鲜电商平台
企业通过成立针对选品尧物流尧营销
等不同供应链环节的专门小组袁提高
供应链的稳定程度以及运行效率袁先
后推出全国覆盖的 野无接触配送冶服
务曰一些生鲜电商平台企业在疫情时
期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保证袁加强对食
品和储存仓库的消毒和巡检遥 生鲜电
商行业在挑战面前经历了大考袁自身
也得到了巨大的成长遥

一些小规模的社区生鲜电商也
在逐渐孵化和成长遥 将客户订好的蔬
菜瓜果放到快递柜或自提点袁并提供
专门的二维码或取货码供客户提货遥
医药电商也为足不出户的客户送药
上门袁为中国经济在疫情低迷之时注
入更多新鲜活力遥

跨境电商保战野疫冶医疗物资亮
点突出

部分消费者难以在淘宝尧京东等电商平台买到医疗
相关商品袁跨境电商企业在保障防疫物资供应方面的作
用更为突出遥

亚马逊全球开店尧Ebay尧敦煌网尧兰亭集势尧Lazada
等跨境电商平台纷纷通过协调物流保障防疫物资运输尧
捐款尧捐赠防疫物资尧发布特殊时期平台规则尧给予卖家
补贴等多种方式为战野疫冶贡献电商力量遥

日前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通知袁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袁对口罩尧防护服尧试剂尧消毒物
品尧防护物品尧救护车等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进口
且原产于美国的物资袁不实施对美加征关税措施袁已加
征税款予以退还遥此政策将在一定时期内大大降低跨境
电商企业从美国采购防疫物资的成本袁为跨境电商企业
的抗野疫冶行动注入更多动力遥

资金链尧货源问题如何缓解钥 专家支招

其一是物流问题遥要随时关注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发
布的交通管制相关信息袁 并提前与各物流公司联系袁最
大限度的降低物流风险遥

其二是恢复客户信心问题遥建议电商企业积极和客
户沟通袁必要时可以通过拍照或者视频的方式向客户展
示产品严格的卫生消毒程序袁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客户对
于商品安全性的疑虑遥 此外袁企业还可向境外客户介绍
目前疫情的总体情况袁强调疫情可防可控袁中国绝大部
分地区的疫情形势是平稳的袁商品的生产尧中国境内运
输到国际物流配送等各个链条经过严格的卫生检疫程
序袁甚至比疫情发生前更为安全可靠遥 如果合同由于疫
情期间暂时停产尧物流中断尧延迟复工而无法如期履行袁
电商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可以在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开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遥
其三是维持正常资金链问题遥全国各地下到区一级政府
普遍出台了相应的企业帮扶政策袁从降低企业用人和经
营成本袁加大对企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缓解企业
目前的资金困境遥建议电商企业在尽量稳定收支的同时
随时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动态袁一旦因疫情影响
遇到资金链的困难袁可以积极与地方政府部门和银行金
融机构沟通袁寻求相应的政策支持遥

其四是复工延迟情况下如何保证货源的问题遥建议
电商平台企业和自营电商企业首先了解当地关于疫情
的政策袁对于节后返工的工人要充分调研和监控袁听取
当地政府的开工建议袁对工厂进行全面消毒袁有条件采
取网络办公的岗位暂时采用网络办公的方式遥吸取本次
疫情的经验教训袁 加强海外仓建设与海外供应链建设袁
提高企业在面对疫情等事件的抗风险能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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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仍在持续袁 不少网
民长时间野宅冶在家中遥 记者从返
利网获悉袁从电商消费数据看袁近
一段时间野宅经济冶盛行遥其中袁速
食类食品消费需求旺盛袁 在线影
音娱乐火热袁 同时防疫物资需求
也空前旺盛遥

速食类食品消费需求旺盛袁
方 便 面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了
133.34%袁统一方便面同比增长了
297.14%袁康师傅方便面同比增长
了 150.54%遥 自热米饭销售也有
显 著 增 长 袁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257.09%遥 相较而言袁外卖比去年
同期下滑了 29.15%遥 疫情期间袁
大家更倾向于自己做饭袁 减少外
出就餐袁蔬菜尧休闲零食销售同比
上涨了 19.65%和 14.67%遥 同时袁

炊具销售增长明显袁 品类订单金
额同比上涨了 27.59%袁苏泊尔同
比增长达 94.01%遥

宅在家里袁 网友们更愿意刷
剧看电影袁畅享在线影音娱乐遥我
们可以看到袁相比疫情暴发前袁爱
奇艺会员环比增长 1079%袁 芒果
TV 会员尧腾讯视频会员分别环比
增长 708%和 319%遥 这或许与疫
情期间大家不能进电影院有关袁
宅在家里看视频成了今年热门的
娱乐消遣方式遥

与火热的宅经济需求相对
应袁防疫物资需求也空前旺盛遥从
品类上看袁相较 2019 年袁今年口
罩品类整体同比增长 了 58.41
倍袁 其中一次性医用口罩增幅高
达 482.23 倍袁N95 口罩增幅高达

378.04 倍遥此外袁消毒用品也增幅
明显袁消毒喷雾同比增长了 34.72
倍袁 消毒液同比增长了 18 倍袁消
毒灯等周边商品也大幅增长遥 围
绕疫情袁体温计尧药品的订单金额
也分别同比增长了 852%尧142%遥
不难看出袁 疫情期间广大网友对
防疫物资消费需求激增袁 随着节
后复工袁 预计大家对防疫物资需
求将依旧保持旺盛遥

从平台订单金额来看袁 相较
2019 年袁今年淘宝尧京东尧苏宁易
购尧唯品会位列前 4 名袁依然领先
于其他平台遥相比去年袁仅有华为
商城一家品牌商城进入前 10 名袁
2020 年 NIKE 官网尧 小米有品继
续保持着年货节的强劲势头袁稳
居榜单前 10 名遥

近日袁极光发布叶2020 年春
节移动互联网行业热点观察研究
报告曳袁 报告中洞察即时通讯尧新
闻资讯尧手机游戏尧短视频尧教育
学习尧 生鲜电商等热点行业的春
节用户活跃变化趋势和使用时长
等方面情况遥

2020 年春节期间袁国内出现
大规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疫
情袁为防控病毒扩散传染袁全国大
量用户开始减少户外活动袁 更多
人选择宅在家中袁 导致用户使用
智能手机时长显著增加遥

报告指出袁 娱乐型产品受益
于春节假期和疫情袁 比往年同期
有更大幅度增长遥 抖音尧快手尧西
瓜视频袁 在除夕和春节的营销活
动效果显著遥 由于疫情热点消息
的传播影响袁 微博尧 新闻类 APP
成为了人们获取疫情信息的最重
要媒介渠道袁 使用时长也大幅上
升遥

以新浪微博尧腾讯新闻尧今日

头条为代表的客户端日活跃用户
数量均稳步上涨遥同时袁手游行业
增长最高袁 今年春节王者荣耀人
均在线时长达 109.2 小时袁 除夕
当天和平精英日活跃用户数量上
涨 71.3%遥

相比较袁为防控疫情的接触
扩散袁餐饮停业尧出行减少致使
美团尧滴滴等平台日活跃用户数
量阶段性下降 50%左右遥报告显
示袁 美团 2020 年春节期间使用
时长相比 2019 年下降更 为显
著袁显示出疫情对行业带来了负
面加成遥 报告显示袁除夕当日美
团 APP 月 活 跃 用 户 同 比 2019
年下降 41.3%袁大众点评日活跃
用户数量下降 48.3%袁饿了么下
降 44.8%遥 尽管如此袁饿了么作
为以生鲜水果超市闪送为特色
的外卖平台袁在节后疫情背景下
有一定增量需求袁因此率先出现
反弹遥

同时袁 受政府要求疫情期间

减少出行的影响袁 用户用车需求
也受到极大抑制遥滴滴在 2020 年
春节期间的日活跃用户数量呈现
大幅下滑遥以车来了尧掌上公交为
代表的城市出行行业同样出现下
降遥

此外袁春节期间袁教育/生鲜
电商呈现 U 字型走势, 教育类产
品成为人们在家工作学习的重要
帮手袁 生鲜电商平台也成为用户
后勤保障的重要通道遥 多家生鲜
电商 APP 春节后实现反弹袁多
点尧盒马尧京东到家等 APP 月活
跃用户增长显著袁其中袁京东到家
除 夕 当 日 对 比 2019 年 上 涨
45.5%遥

以上报告数据袁 可以看出疫
情对于人们春节期间不能外出就
餐尧出行等生活方面的影响遥极光
数据预测袁 随着疫情的结束袁滴
滴尧 美团等受疫情影响下降的行
业用户月活跃情况将会迅速恢
复遥 易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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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减少致美团、滴滴日均活跃用户阶段性下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