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东市场概况及平台简介
商家服务中心

2019.09



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中东传统节日科普

Fordeal平台简介

目 录
CONTENTS

1

2

3

4



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 地形与气候

• 宗教与风俗禁忌

• 市场潜力

ABOUT MIDDLE EAST

一
• 人口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1.地形和气候

-一湾两洋三洲五海之地，重要交通枢纽

-在地形分布上，中东地区以沙漠地形为主，资源

匮乏，因此大部分商品依靠进口

-与中国大约有4-5小时时差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气候：中东地区热带沙漠气候分布最广，炎热的气候为中东地区民众足不出户就能自由

购物的电商市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基础

春季：3月 夏季：4-10月 秋季：11月 冬季：12月-2月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2.人口：包含庞大的青年群体,青年群体更容易接受互联网购物这类新兴购物方式。

沙特人口特点：

（1）沙特阿拉伯总人口中男性占57.48％，女性占42.52％；

（2）中东地区年龄在15~29岁之间的民众超过28%，阿拉伯国家平均年龄为22岁

（3）沙特平均男士娶两个老婆占比81%；娶三个老婆占比19%；小于40岁的家庭89%；

大于40岁的家庭11%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3.海湾六国主要宗教：（GCC海湾六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

伊斯兰教

绝大部分中东国家都是穆斯林
国家，如沙特、卡塔尔、阿联
酋、约旦、也门等。

伊斯兰教需遵守五项基本原则（五功）：

1. 作证词

2. 礼拜

3. 施舍

4. 斋戒

5. 朝觐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风俗与禁忌：

-中东地区宗教氛围浓厚，很多图案都与宗教相关，禁止用猪、十字架、六角形等做图案。

-饮食方面，伊斯兰教规定戒烟、戒酒、戒猪肉。

下附违反中东宗教禁售商品类型（部分）



一.中东地区总体介绍

4.市场潜力：

-电商渗透率仍比较低，电商占零售总额逐年上升，发展空间大

-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渗透等方面遥遥领先，中东人们花在手机和社交媒体上的时间长

-重点节日与购物强关联（斋月、古尔邦节），节日期间会激发购物热潮

-中东北非地区阿联酋和沙特的客单价比英国、美国都要高

-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女性劳动力的增加、物流的改进等，中东电商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好



人口基数

一夫多妻制
家族体系庞大

5亿+

电商零售增长

目前全球最具潜力和
电商发展最快的地区

20X

消费者平均年龄

家庭收入较高
购物需求旺盛

26岁

互联网用户

消费能力极强
生活节奏缓慢

近2亿

生产力比较弱
大量依靠进口

76%

2020年互联网渗透率

沙特、阿联酋、科威特
巴林、卡塔尔、阿曼

GCC

“GCC”海湾六国



四大类占GCC电子商务市场的90％以上

时尚
32%

健康美容
21%

消费类电子
20%

家居
19%



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 生活习惯

• 消费习惯

• 消费者特点

ABOUT MIDDLE EAST

二

• 了解中东资讯的途径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1.了解中东人的生活习惯

上班时间：

政府类8：00 – 14：00/15：00

企业类8：00 – 16：00

（中午不休息，大部分企业也不包饭，所以会连续工作8小时再吃饭）

中东人可支配收入情况：

1）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

中东地区石油资源丰富，财富显著，民众购买力强。2017年，卡塔尔、以色列、科威特、阿联酋、沙特阿

拉伯、阿曼等位于中东地区的众多国家的国内人均GDP都位于世界前50名，高于中国人均生产总值的世界

排名。

2）汽车保有量高

由于当地公共交通不便，因此在中东地区买车比较常见；富裕的家庭会提前给孩子配备汽车，普通家庭也可

以通过银行贷款购买汽车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2.了解中东人的消费习惯

消费水平：
各国间差异较大：

1) 卡塔尔：1200美金/月/人=8580人民币/月/人

2) 沙特：550美金/月/人=3932.5人民币/月/人

3) 黎巴嫩19美金/月/人=135.85人民币/月/人

中东消费者购物时更关注：

1）性价比

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性价比越高越好

2）一站式购物的便利程度

消费者更希望在一家平台就可以购齐所需物品

3）热衷品牌

“有钱任性”—中东消费者的富裕程度及消费能力使他们追求品牌

4）网红效应

中东消费者热衷社交媒体，年轻人多追求网红同款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2.了解中东人的消费习惯

中东主要付款方式：

COD=Cash On Delivery  货到付款

因此顾客在平台下单后会有2天的确认时间，在此期间内，平台会通过系统或人工询问的方式确认该顾客的订单是否生效；经过确认后的

的订单则会在推单时间（早8点/晚5点）推送至商家后台，若在2天时间内取消订单或未确认，则该订单自动取消，不会推单给商家；但

此订单数会算入商品列表中的“近30天销量”，具体销量以后台推单为准

中东地区消费者的网上购物习惯：

1）选择网上购物的消费者群体逐年增长

有超过四分之一（29%）的中东消费者，每个月都会在网上购物。

2）中东消费者更喜欢用手机进行购物

56％的消费者表示手机即将成为他们网上购物的主要工具，41％的消费者表示已经使用移动设备网上购物

3）中东消费者更喜欢网上购物的原因

40％的人是因为网上购物价格较低，31％的人认为网上购物有更多产品选择，17％的人认为网上购物更便利



消费者
特点

年龄段
穿着

网购

时长

购物

社交

媒体

工作

女性

18-35岁

更多的是在20-24岁，

占比65%
除沙特以外，女性外出很少穿黑

袍，甚至不带头巾

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

乐于分享及传播，紧跟

时尚潮流

移动用户花费3.51小时/天

90%的成年人都拥有智能手机

-热衷名牌，冲动型购物占多数女性参与工作，享受许多基

本权利，热衷于网购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3.中东网购消费者特点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4.中东热门社交媒体

中东年轻人使用的热门APP “爆品孵化机”

关注中东网红—了解流行趋势

Snapchat 国际版抖音（Tik-tok）

InstagramGoogle & Facebook

社交媒体

Google 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Tik-tok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5.中东热门购物网站参考

Shein：https://ar.shein.com

Souq：https://saudi.souq.com/sa-en/

Jollychic：https://www.jollychic.com/

Noon：https://www.noon.com/uae-en/

Madanisa（土耳其服饰品牌）：https://www.modanisa.com

Namshi：https://www.namshi.com/

Sephora（美妆网站，区域选择KSA）：https://www.sephora.sa/en/

https://ar.shein.com/
https://saudi.souq.com/sa-en/
https://www.jollychic.com/
https://www.noon.com/uae-en/
https://www.modanisa.com/
https://www.namshi.com/
https://www.sephora.sa/en/


二.如何赢得中东消费者

6.如何获得中东资讯

途径

平台内
资讯

社交
媒体

其他

平时多关注Fordeal商家论坛

链接：https://bbs.fordeal.cn （商家后台上方）

各类目会定期更新近期热款推荐、运营指导等

Snapchat、Tik-tok、Instagram、Facebook等

紧跟中东潮流

可关注公众号：ePanda出海中东

中东研究通讯

了解更多中东市场资讯

https://bbs.fordeal.cn/


中东重大节日科普
• 斋月

• 古尔邦节

ABOUT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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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与消费习惯



斋月由来：大致在公历4-5月

斋月(Ramadan)是 ，斋月的开始和结束都 ，伊斯兰教长在清真寺的宣礼楼上遥望天空，

如果看到了纤细的新月，斋月即开始。由于看到月牙时间不一，不同伊斯兰国家进入斋月的时间也不完全一样，所以斋月在公历中没有

固定的时间。

伊斯兰教法规定：全体穆斯林，除病人、孕妇、喂奶的妇女、幼儿以及在日出前踏上旅途的人之外，均应全月斋戒。封斋从黎明至日

落，戒饮食，戒房事，戒绝丑行和秽语，并认为其意义除完成宗教义务外，还在于陶冶性格，克制私欲，体会穷人饥饿之苦，萌发恻隐

之心，以资济贫、行善。



开斋节：

1.放假3天

2.去清真寺作礼拜，亲朋好友之
间也要相互登门道贺；

3.开斋捐（即开斋节的施舍）



斋月生活与消费习惯

生活：

1.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不喝不娱乐

2.上班时间减少，从8小时/天变成4-6小时/天

（从早上10点至下午3点）

3.购物商场营业时间为13点至16点和20点至凌晨2点

消费：

1.平时网购高峰出现在下午1点到2点，而斋月期间，高

峰出现在清晨祷告完之后的凌晨4-5点；促销和折扣成

为斋月的搜索热词

2.给亲戚朋友送礼物（衣服、香水、配饰、鞋子为主）

3.购物欲望强烈，网上购物次数比平时增加



古尔邦节与消费习惯



古尔邦节由来：大致在公历8月

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重要节日之一，在 ，麦加朝圣过后。据古兰经记载，

先知伊卜拉欣直到晚年也没有儿子。他祈求真主安拉赐给他一个儿子。不久，伊卜拉欣果然有了儿

子，他衷心感谢真主的恩赐，精心抚养幼子。十几年后的一天夜里，伊卜拉欣作了一个梦，梦见真主

安拉命令他把心爱的儿子宰掉献祭以考验他的诚心。伊卜拉欣惟命是从毫无迟疑，他懂事的儿子也毫

无惧色并鼓励父亲宰己献祭。于是当儿子侧卧后，他把刀架在儿子喉头上，但他伤心痛哭，第一刀下

去只在儿子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白印，第二刀下去刮破了一点皮。儿子让他下决心顺从真主的命令。

他听了儿子的话准备动手时，真主让他刀下留人，派天仙吉卜热依勒背来一只黑头羝羊作为祭献，代

替了他儿子。这时他拿起刀子，按住羊的喉头一宰，羊便倒了。伊斯兰教创立后，穆斯林们将伊卜拉

欣尊为圣祖。每年这一天，便形成了宰牲献祭的习俗，沿袭至今，成为所有信伊斯兰教（安拉）的人

们的传统节日之一。



古尔邦节：
宗教活动
-会礼：行会礼，穆斯林们聚集在大清真寺或
公共场所，举行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

-宰牲：节日前三天须备好牲灵（羊、牛、骆
驼），大户用驼，中户用牛，小户用羊，无力
宰牲者免除。不管哪种牲灵，均须健康强壮，
外观美丽

消费习惯
-线下：古尔邦节头2天，有些城市的商场会
24小时营业，迎接各方顾客

-消费倾向：中东消费者在购买服装和各类时
尚用品花钱较多



Fordeal平台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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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背景

Fordeal

让优质生活触手可及

电商出海一站式平台



人口基数大

人口红利，高潜市场

5E+

智能手机普及率

移动化高，ARPU高

80%+

消费者平均年龄

人口结构年轻化

25+

互联网用户

大规模数字化进程

3E+

生产单一，进口依赖

59%+

互联网渗透率

人均GDP 4W+$

GCC

    高复合年增长

万亿经济体市场  跨境电商新机遇  

33%+



行业先行者

Fordeal

让优质生活触手可及

电商出海一站式平台



Fordeal是面向海外C端消费者的电商一站

式购物平台（B2C)。自2017年8月上线至今，在

中东市场Shopping类APP中排名稳居前列，业务

遍及阿联酋、沙特、科威特、英国、法国等众多

国家地区。致力于将优质中国品牌和供应链输送

到全球消费者手中。



品牌出海 首选 Fordeal

10+  ※ 10000+ 

10 +个行业囊括日常消费类目，百万级SKU数量，

10000+ 商家入驻，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APP下载量 TOP 3 ↑

海外购物类App装机量超过 5500W，入

围中东应用榜单 TOP 3

400000000 + 

流量瞩目，跨境单量逐步攀升，成交4亿+订单量

N+ 国家、地区

覆盖全球国家和地区，主要交易市场为中东、欧美

n 全球部署，用技术驱动供应链管理

n 深度本土化运营的出海电商独角兽

n 稳居海湾六国电商App排名 TOP 3 



2017.08

2017.11

2018.0
1

2018.0
3

2018.0
8

2018.1
1

K2VC 天使轮投资  Fordeal平台正式上线

平台GMV突破百万元

元璟资本领投 A 轮融资 数亿人民币规模资本融
入

平台GMV 破千万 顺为资本领投 B轮融资

平台GMV 破亿

黑五GMV 2.5+ 亿

2018.1
2

2019.0
1

高瓴资本领投 C轮融资  杭研中心与沙特仓建立

和玉资本领投 C+轮  千万美金融资

海外用户近5500 万 欧洲市场倍速增长2020.05

增速惊人 Fordeal 里程碑



领航中东电商

Fordeal

让优质生活触手可及

电商出海一站式平台



流量充足出单快

 站外流量，站内引流

万亿美元消费市场风口

机不可失

商家后台中文易上手

开账号、填资料、发商品、店开张

4步即可拥有一家梦想小店

专人对接 综合赋能

特派招商经理

专属运营经理

助力卖家更好经营与成长

发货简单不用愁

铺设高效物流网络

深耕服务品质

解决跨境物流难题

0成本 0佣金 0押金

中国制造跨国圈粉

五亿海外买家 

亟待光临您的店铺

为什么要入驻Fordeal



0605

0403

0201
海量商机  触手可及 我们的优势

n 客单价200+美元：高转化 高客件数

n 安全快捷收款：15天周期打款  到账无风险

n 获客力强：GMV 倍速增长

人货匹配，转化率高 新品出单快，客单价高

享有大量活动曝光资源

新商家享90天高流量扶持及运费补贴

轻松起步，快速成长

获客成本低，商家利润高

客服团队高度本地化，覆盖小语种地区

商家无需配备客服，专业解决语言难题

提供批量上新、销售报表等功能

一站式满足店铺管理需求

算法精准
爆款能力强

活动曝光资源

流量红利
高流量扶持 

运费补贴

强大管理平台 专业本地客服

n 主流社交媒体推广全覆盖



国内物流

B2B2C

FBF

Fordeal

国外集货仓

配送

消费者

Fordeal 模式：供应商以供货方形式入驻

Fordeal

国内集货仓

供应商

配送

国际物流

国际物流

提供优质商品

图片设计制作

更新商品上架

订单备货发货



立即入驻中东出口B2C电商平台

入驻要求

企业资质+具备电商平台运营经验

货源稳定、合理供货价：可合作商品不少于50款

自主品牌、品牌授权、自设工厂、海外仓者可优先入驻

发货及时：满足平台发货时效，符合商品包装规范

入驻流程

提交申请：在线提交资料，申请入驻

平台审核资质、审核商品款式

审核通过，正式入驻：签订合作协议

开通商家后台：商品上架、订单处理



即刻起航

一键出海卖全球

 Fordeal

让优质生活触手可及

电商出海一站式平台
扫码申请入驻 Android APPiOS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