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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宣布停止运营亚马逊中国电商业务，业内分析认为———

电商卖家市场“接地气”者胜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日前，亚马逊宣布停止

运营亚马逊中国电商业务，

并停止在亚马逊中国网址

提供卖家服务。 业内分析认

为，亚马逊中国电商业务市

场占比并不高，尽管此次调

整不能理解为“亚马逊败

走”， 但也与其国内电商业

务发展不顺有关。 如今的电

商行业已经进入卖家市场，

国内深耕细分领域的拼多

多、云集相继崛起，加上传

统巨头淘宝、 京东的夹击，

让亚马逊不得不做出调整。

亚马逊回应：只是收缩部分业务

据亚马逊官方回应声明， 亚马逊将

于 7 月 18 日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

的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不过，亚马

逊中国公关负责人给记者提供的一份声

明中表示， 亚马逊否认“退出中国”一

说，并强调“将聚焦跨境网购，进一步

深化战略转型，充分利用亚马逊全球

资源，优化运营效率，集中资源推动

海外购业务的快速发展。 ”亚马逊中

国的官网显示，目前亚马逊在中国布

局的核心战略业务包括以亚马逊海

外购和亚马逊全球开店为中心的跨境

电子商务，涵盖纸书、Kindle 电子书阅读

器和电子书的亚马逊阅读， 亚马逊物流

运营和亚马逊云计算服务。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表示， 亚马逊退出中国的消息不全面

客观，自 2004 年收购卓越网进入中国 15

年来，亚马逊中国已形成上述核心业务，

当中并没有亚马逊中国第三方卖家服

务。 曹磊指出，亚马逊中国物流、海外购

等业务的发展是稳健的， 特别是亚马逊

“全球开店”业务在中国占据出口跨境电

商全行业前列。“可以预期亚马逊中国很

大机会依然活跃于中国市场。 ”网经社-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张周平

说。

长期使用亚马逊平台购物的广州资

深电商从业人帅鹏称， 亚马逊中国上的

第三方卖家数量不多。对普通买家来说，

亚马逊调整

带来的影响

就是三个月

后不能在亚马逊上买国内零售商

品。“例如我想上亚马逊中国购买

一个国产品牌牛奶，7 月 18 日之后就做

不到了。 由于大部分电商用户长期以来

网购国内产品首选淘宝、 京东等国内电

商， 所以亚马逊的这次调整对卖家和普

通买家都影响都不大。 ”

业内分析：本土电商更懂中国消费者

尽管此次“亚马逊退场风波”并没有

对平台、 卖家和用户三方带来太大的影

响， 但业内分析认为亚马逊深耕中国市

场多年，仍无法与淘宝、京东等在国内第

三方卖家市场上竞争，与其“水土不服”属

性有关。 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提供的《2018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数据显

示， 亚马逊中国在国内 B2C 网络零售市

场份额（

主体是即将关停的国内第三方

卖家市场

）约为 0.4%左右，分析认为，该

市场份额比不上天猫。

消费者研究公司艾瑞咨询表示，天

猫和京东去年占据了中国电商市场

81.9%的份额。 凯度消费者指数大中华区

总经理虞坚提到：“在我们所监测到的数

据中， 亚马逊在快消品的中国市场占比

连 1%都不到。 现在品牌的营销资源只会

投放在头部的两三家， 亚马逊中国没有

特别的优势。 ”

在与头部电商竞争的同时， 亚马逊

中国还有面对深耕细分领域的本土电商

挑战。上周，美国 IPO 研究公司网站公布

的信息显示， 云集将于 5 月 3 日在纳斯

达克全球市场挂牌。 去年已经在美国上

市的拼多多，则是深耕国内三四线城市。

目前， 拼多多计划 5 年内在全国多个乡

村建立 1000 个“多多果园”，帮助农产品

走向全国， 多方数据显示拼多多目前在

农村地区有广泛的用户基础。

曹磊分析认为， 亚马逊中国面对国

内复杂多变的市场，错过了很多“风口”

机会。“对于亚马逊中国而言，不仅有阿

里、京东老牌对手，同时，这几年又冒出

了拼多多、云集、贝店等各类社交玩法的

新电商。因此，很难在竞争激烈的中国电

子商务市场站稳脚跟。 ”

摩拜单车广州地区骑行套餐价格上涨

回应：价格调整属于“取消优惠而不是涨价”

4 月中旬开始，摩拜、哈

啰

、小蓝单

车等多个共享单车相继在北京地区施

行新计费准则——涨价。 记者为此走访

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当时共享单车企业

纷纷表示广州地区暂无涨价计划。 然而

就在上周，记者从摩拜单车 APP 界面看

到， 摩拜单车的骑行资费也悄然提高。

摩拜调价数据显示，市民使用较多的骑

行月套餐涨价 5 元/月， 季度卡涨价 19

元/季度。

套餐价格略涨

从摩拜 APP 可见，广州摩拜单车包

月套餐从 20 元涨到 25 元，连续包月的

套餐价格从 18 元涨到 23 元，90 天季卡

套餐价格由之前的 50 元上调到 69 元。

此外， 摩拜广州还取消了 120 天和 240

天的套餐， 增加了 30 天 9 次骑行和 30

天 18 次骑行两个套餐，分别定价 7.5 元

和 14.8 元

对此，摩拜公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价格调整属于“取消优惠而

不是涨价”： 月卡作为一种骑行优惠产

品，其价格将根据发展战略和市场情况

制定。 月卡价格调整的城市，既有服务

不受影响。

记者随机采访了 20 位广州共享单

车用户， 当中有 18 名用户表示对摩拜

此次涨价觉得“幅度不大”、“无所谓，5

块钱就是早餐买两个包子的价格”。 另

外 2 名受访用户则表示“小数怕长计”，

“我担心摩拜会持续涨价， 因为现在广

州可以选择的共享单车太少了。 ”也有

市民表示，共享单车的轻微涨价并无不

妥，但必须做好相关服务。

家住芳村区李阿姨虽然不是共享

单车用户，但她对于小区里共享单车随

处放置很不满，“一些共享单车长期放

在小区的绿化区，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

骑，也没有人来维护。 ”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谈锦钊早

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共享单车的提

价是必然的， 因为摩拜押金没有了，相

关利息收入会少，单车的损耗也相当严

重， 需要通过

提价维护。 不

过， 提价不能

提得太高，不

能超过消费者的预期和接受能力。

不涨价的“没车可选”

记者实探发现，目前广州市区内常

见的共享单车只剩下摩拜和 ofo 两家企

业在运营。 ofo 广州虽然未调价，不过单

车数量较之前明显减少。

广州用户想要骑行不涨价共享单

车， 既要看“手气” 也要看“运气”。

记者走访广州珠江新城、 广州塔、 越

秀区淘金路等数个共享单车投放较为

集中的区域发现， 目前广州市区主要

运营的共享单车是摩拜和ofo。 其中ofo

运营状态可谓“堪忧” ———记者在广

州塔附近随机试用10辆ofo小黄车， 其

中只有3台可以正常骑行。 然而， 即使

是能够正常骑行的小黄车， 车身也存

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记者向ofo方面反

映广州市区坏车过多的情况， ofo称会

尽快解决。 然而有广州ofo用户向记者

反映， 其小区楼下的ofo坏车超过一个

月没被拉走。

而哈

啰

单车同样不涨价，但负责人

对记者表示，哈

啰

目前只在南沙湿地公

园提供景区内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原有套餐

包月套餐

90天套餐

120天套餐

240天套餐

调整前

20元

50元

99元

168元

调整后

25元

69元

取消

取消

新增套餐

30天9次骑行

30天18次骑行

价格

7.5元

14.8元

摩拜单车广州价格变化

资料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