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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展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
029年）》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
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
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
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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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大宗商品电子交
易行业属于“批发和零售业”中的“其他批发业”中的下属子行业“互联网批发”，其行业代码为“F
5199”，其行业统计部门为国家统计局。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经济中，建设现代化的现货市场是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大宗
商品电子交易也称网上现货交易或现货仓位交易，是采用计算机网络组织的同货异地、同步
集中竞价或单向竞价、统一撮合、统一结算、价格行情实时显示的交易方式。大宗商品电子
交易根据我国现货市场具体情况采用独特的B2B商业模式，是一种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现实
和虚拟相结合，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相结合的双赢模式，充分解决了信息来源、客户源、在线
结算、物流等电子商务的瓶颈问题。

一、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数量规模
我国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业在新时代改革开放道路上，不忘初心、开拓奋进、市场数量规模迅
持续增长，发展动能快速转换，服务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在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台化、数字化、生态化、国际化，成为大宗商品电子
类交易市场优化升级的重要方向；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推动一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成为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源动力。以平台供应链和平台经济，实现服务再造
、能力再造和模式再造；以高质量的供给催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我国大宗商品现代流通业已迈入从“规模速度”转向“质量效率”的发展新阶段。据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不完全统计，截止2020年底，我国大宗商品电子类
交易市场共计3680家。

数据来源：CBCA、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从地域分布看，平台供应链成为各地培育新动能，形成新增点的重要抓手，现代服务业比重
不断上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其中，东部地区市场数量继续保持全国首位，较上年
同比增长28.8%，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58.6%。在国家现代供应链利好政策推动下，广东新
增市场78家，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北京、上海、浙江等省的市场数量亦有较大规模增长，但
河北、山东、海南三省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增长速度其次，同比增长23.3
%。尤其是重庆、云南、宁夏等省农村电商的强劲发展势头，带动新兴业态快速发展。中部
地区与东北地区同比增长分别为18.5%和13%。除湖北外，其他省市均低于全国水平。
从行业分布看，平台化、数字化、生态化，国际化，成为大宗商品电子类交易市场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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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其中，农产品类市场数量仍居首位，约占全国市场总量的22%。新零售、新消费、互
联网+现代农业、新农民创业创新等快速发展，推动农产品大宗市场同比增长33.1%。其次
为金属类市场，约占11.5%，同比增长2.2%，但增速放缓，在所有行业排名最后。综合类市
场大幅增长50.8%。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推动一二三产融合提速，传统企业向供应链服务平台转型升级明显。林木、畜牧禽和其他
行业商品市场分别增长44.1%、42.2和42.4%。猕猴桃、梅花鹿、鹊山鸡、九仙网、二手车
、药交所等大宗商品B2B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市场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加强，与传统产业融合
进一步深化。

二、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交易规模
截止2020年底，我国大宗商品电子类交易市场共计3680家，实物交易规模超过20万亿元。

数据来源：CBCA、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目前我国大宗商品电子类交易市场所涉及的行业，涵盖能源化工、金属矿产、农林牧渔、稀
贵金属等四大类，二十余个行业。其中，农产品类市场占比22%、金属类市场（含黑色、有
色、稀贵等）11.5%、化工类（含化纤、纺织等）市场6.2%、能源类市场（含石油、成品油
、煤炭、天然气、电力等）3.9%。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1、交易模式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即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进行大宗商品的交易活动。一般来说，是通过互
联网平台以及电子设备完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全过程，以互联网形式完成大宗商品的信息流、
产品流、资金流、物流的流转。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模式多种多样，各种方式都有自身
的特点，但归根结底都是针对消费者、贸易者、生产者之间的服务，通过不同的市场模式满
足各方需求。目前，在国内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主要以综合性交易市场和专业领域交易市
场为主，而它们的交易模式还是来自主流的电子商务模式。根据市场上参与者的身份不同（
如参与者是企业、个人）而形成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企业与企业对接模式（B2B模式）
B2B模式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使供需双方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直接对接并
完成交易。使供求信息发布、价格协商、订货、发货、支付、结算、配送及监控配送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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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贸易环节均可在该平台完成。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阿里巴巴、慧聪网、渤海商品交易所
等。

（2）企业与消费者对接模式（B2C模式）
B2C模式是电子交易市场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种，这种模式使企业与消费者通过电子交易
市场平台直接对接，消费者通过电子交易市场平台直接选择商品并购买，由于该模式减掉了
中间的流转环节，因此降低了整个贸易成本，使企业可以增加收益，也使得消费者可以节约
开支，获得直接来自厂家的商品。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阿里巴巴、亚马逊、渤海商品交易所
等。对于大宗商品交易来讲，以上两种模式中B2B模式被使用最广的。因为，在大宗商品领
域通常都是企业与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只是企业的角色分多种，有上游的生产企业、下游的
消费企业（应用企业），以及中间的贸易企业或加工企业。他们通过一个电子交易市场平台
将自己的货物、信息、价格、供应量（需求量）公开，在此与相应的企业达成协议，形成贸
易合同，从而进行交易。而交易的过程也分为信息发布、价格协商、订立合同、支付订金、
货物匹配、物流监控、货物交收、货款结算几个部分，而以上的所有部分均在电子交易市场
平台上完成。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形成促使市场价格公开透明、货物流通充分，让买卖
双方议价处于平等地位。通过电子交易系统使整个贸易过程高效、快捷，提高了商品流通率
及贸易成交率。使大宗商品交易进入高效发展期，符合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

2、市场支付服务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展至今，所采取的支付手段经历了从传统的汇票支付到最新的银商
通道支付的发展历程。按照支付的方式，可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支付手段分为线下支付
与线上支付。线下支付包括票据支付、银行卡支付、汇兑等支付方式；线上支付包括传统网
上银行支付、银商通道等。

线下支付
票据支付以票据作为支付手段，主要包括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票以及商业汇票。银行卡
支付包括借记卡和信用卡支付。汇兑等支付方式包括汇兑、委托收款和托收承付业务等。

线上支付
（1）网上银行支付
采用网上银行方式进行支付，需要商家在银行开设结算账户，客户在银行办理银行卡，并在
卡中存有一定数额的款项。由于转账方式方便快捷，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中使用网上银行
进行转账的交易商较为常见。

（2）银商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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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商通道是指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系统与银行系统连接，交易商通过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
场或银行提供的多种渠道发出资金划转指令，实现交易商银行结算账户与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市场专用结算账户之间资金实时划转的一项金融服务。此方式可实现银行对资金的第三方存
管。由于银行规定银商通道的用户须为已在交易市场开立资金账户的企业网银注册客户，客
户要通过网银和交易客户端进行银商通出、入金，因此银商通道的支付方式也是通过网上银
行来实现的。目前，银行第三方存管业务有中国工商银行的“集中式银商转账”、中国农业银
行的“银商通”以及中国建设银行的“e单通”。此外，中国光大银行和广发银行最近也分别推出
了“银商宝”和“仓贸银”。此种方式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中已被普遍使用。

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前景
1、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整合趋势
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整合未来趋向于快速的混合整合。

横向整合是指通过对产业链上相同类型企业的约束来提高企业的集中度，扩大市场势力，从
而增加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从而获得垄断利润。

纵向整合是指产业链上的企业通过对上下游企业施加纵向约束，使之接受一体化或准一体化
的合约，通过产量或价格控制实现纵向的产业利润最大化。

混和整合又称为斜向整合，是指和本产业紧密相关的企业进行一体化或是约束，它既包括了
横向整合又包括了纵向整合，是两者的结合。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以下案例反应了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的兼并整合、资产重组日渐活跃，我国大宗商品
电子交易市场整合未来趋向于快速的混合整合：

2015年8月4日，快塑网正式对外宣布完成B轮融资，距上轮融资仅半年。此次融资金额为3
亿元人民币。

2017年8月28日，大宗商品物流交易平台“好运虎”已完成700万美金A轮融资，DCM领投、
零一创投、君上资本和投。此前，好运虎曾于2016年9月获数百万人民币天使融资；2017年
3月获君上资本近千万人民币Pre-A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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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6日，金联创近日对外宣布已经获得1亿人民币战略融资，投资方为中骏资本。

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数字科技”）与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储股份”）
正式宣布，双方共同成立合资公司“中储京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该
合资公司将聚焦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智慧供应链服务，推进大宗商品供应链协同平台落地，
以数字科技推动大宗仓储业务模式创新，提升行业内仓储货运的标准化和数字化程度，提高
大宗商品流通领域的供应链管理及协同效率。这是2019年1月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之后双
方合作的进一步落地。

2020年，大商道商品交易平台线上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国最大有色金属大宗商品
现货交易平台，这标志着陕投集团并购大商道商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后，充分发挥国有
资本影响力、带动力，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取得新成效。

2、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模式调整趋势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模式调整趋势是从“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转化过程。

目前大宗商品交易所众多，会员单位更是数不胜数，但其模式多以“做市商”方式为主，粗暴
的以“对赌”方式与客户反向交易。在营销手段上以让客户亏损为盈利基础，诱导客户亏损，
带来会员单位盈利。但此种方式是短视的行为，从多年来被客户投诉受到处罚的案例可看出
，此种交易模式发展不长久。为了行业能健康长久发展，现有部分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研
究出新的模式给会员单位，以长久发展、互惠互利为出发点，建立良性经营模式。

新模式下，交易所依然提供公平公正的交易平台以及产品报价，收取手续；客户在交易所公
平的报价基础上做投资，盈亏自负；会员单位一方面通过服务客户，获得手续费的收入，另
外一方面，可以投入资金成立交易基金，通过分析客户交易行为，通过大数据分类，找出盈
利较强的交易行为并做放大交易，找出容易亏损的客户巧为并做反向交易，甚至放大单量，
这样双向均可获得盈利。给会员交易基金提供数据的部分交易者，将获得交易基金根据大数
据分析给出的交易建议，此交易建议盈利能力更强，有利于长期发展。新模式的关键点如下
：

（1）打通资金链条：以往的经营模式，客户资金基本在客户、会员单位、交易所之者间流
动，仅仅是这三方的零和游戏，势必会出现你亏我盈的敌对态势。而新模式打破了原来三者
的零和状态，会员单位可以通过其他特别会员、或者境外金融机构对接，找到更多的盈利方
式，可以让客户、会员单位、交易所三方达成互惠共赢的新合作，这样目标一致，可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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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相互欺瞒，利于长期发展。

（2）会员单位交易获利：改变以往被动交易模式为主动交易模式，以大数据分析为工具进
行分析，获得有利交易策略。比如金融投资领域所盛行的2-8定律，80%客户亏损，20%客
户盈利，但是20%的客户盈利金额可能等比于80%客户亏损。在这种理想状态下，交易部门
可以根据20%盈利客户做习性分析，同比甚至放大20%盈利客户交易单量，和着这20%客户
盈利；同时分析80%亏损客户交易习性与之反向交易，获得交易获利；在两种方式共用的方
式下，理论可以实现100%甚至更高的收益。

四、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展规模预测
1、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数量规模预测
据预测，2021年-2027年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数量规模将持续上升，预计从2021年的
4048家增长至2027年的5000家，年复合增长率为3.58%，上升幅度为23.52%。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

2、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交易规模预测
据预测，2021年-2027年我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将持续上升，预计从2021年的
22.7万亿元增长至2027年的35.0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7.48%，上升幅度为54.19%。

数据来源：观研天下数据中心整理（WWTQ）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中国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发展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2022-2
029年）现状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
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
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
、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行业报告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
，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
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观研天下是国内知名的行业信息咨询
机构，拥有资深的专家团队，多年来已经为上万家企业单位、咨询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
会、个人投资者等提供了专业的行业分析报告，客户涵盖了华为、中国石油、中国电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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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筑、惠普、迪士尼等国内外行业领先企业，并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本研究报告采用的行业分析方法包括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
、SWOT分析法、PEST分析法，对行业进行全面的内外部环境分析，同时通过资深分析师
对目前国家经济形势的走势以及市场发展趋势和当前行业热点分析，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新兴热点、市场空间、技术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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