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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深度报告 

快递行业何去何从？ 

 

未来 3 年快递行业的增速或将维持在 15-20%中高速增长区间内 

我们认为主流电商平台未来 3 年内仍将集中在下沉市场，叠加新

冠疫情影响，“宅”经济下，电商平台的用户规模、转化率、复

购率都将获得提高。快递行业的增速或将维持在 15-20%中高速

增长区间内。 

快递行业未来增速取决于主流电商平台对流量存量与增量的竞

争与迭代 

驱动电商平台的 GMV 增速则主要依赖于电商平台的营销费用，

快递行业的件量增速与主流电商平台的营销费用高度正相关。 

快递行业竞争格局短期难以优化，长期看行业龙头 

快递行业即便是在 2020 年 2 月市场集中度提升至 86%也并不意

味着市场价格可以被施加正面影响。只有当行业龙头与竞争对手

的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并且竞争对手已经无力追赶行业龙头，

我们认为行业的格局才能出现优化。 

行业价格战取决于快递公司的产能投放 

快递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从 2015 年之前的严重不足（产能利用率

在 130%以上）到 2016 年以后的逐步过剩。我们估算 2020 年行

业的产能利用率在 88%，日均产能富裕能力超过 2860 万件。单

票成本下跌幅度小于行业单票价格下跌幅度的快递公司基本上

退出了市场。但在行业产能富裕情况下，单票价格很难出现上涨。 

快递行业发展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 

快递公司产品多元化，其实本质上是从现有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

的扩张。虽然两端业务都可以利用已有网络延伸，但在拓展的过

程中多项产品的短期平均成本大幅上升，导致短期业绩不理想，

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必须将产品业务协同化、必须将另一个产品

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出来，否则范围经济实现的难度很大。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快递行业仍然是交运整体板块中增长确定性较高的一

个子版块。行业的投资价值来自于三方面：（1）行业增长红利（2）

行业格局红利（3）公司自身的α。基于目前主流电商平台对流

量存量与增量的争夺，渠道加速下沉，快递行业的增速预计可维

持在 15-20%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从行业格局上看，中通、

韵达已经逐步拉大与后面快递公司的市场份额差距，有望享受行

业增长与市场份额提升的双重红利；从公司自身的α属性来看，

顺丰在不断优化自身规模经济的同时，加大对供应链、冷链、跨

境等范围经济的拓扑。建议重点关注快递板块中顺丰控股、中通

快递、韵达股份。 

风险分析 

（1）人力成本大幅上涨（2）行业价格战失控（3）行业退出机

制存在障碍（4）范围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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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 3 年内行业增速或将维持在 15-20%，拼多多成为行业增长

驱动力 

1.1 未来 3 年内行业增速或将维持在 15-20% 

从 2003 年非典时期电商萌芽，到 2016 年新零售概念提出，中国的商贸零售行业经历了巨大时代变迁。经

济决定贸易，物流衍生于贸易。电商带动了物流行业的发展，物流也成就了电商的现在。从过去历史复盘来看，

快递行业的增速与实物网上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呈正相关关系。随着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速放缓至 30%以内，

快递行业的增速也放缓至 30%以内。2019 年快递整体增速在 24%左右，并显著高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0.7%

的增速。中国的实际电商渗透率已经接近 30%。 

2019 年快递行业增速高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增速，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加剧，主

要电商平台纷纷下沉市场。2019 财年阿里活跃买家数量较上年增加 1.02 亿，80%的年度活跃消费者增长来自下

沉市场。同样，京东有超过 70%的新用户来自低线城市。2019 年拼多多从 618 启动“百亿补贴”，到 2019 年年

底，拼多多“百亿补贴”入口的日活用户已经突破 1 亿大关。 

图表1： 2015-2020 年快递件量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走势  图表2： 2015-2020 年名义和实际电商渗透率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1.2 快递行业未来增速取决于主流电商平台对流量存量与增量的竞争与迭代 

快递行业未来的增速取决于主流电商平台对流量存量与增量的迭代与竞争。我们通过电商平台订单量作为

快递件量的替代变量，寻找驱动快递件量增长的关键因子。 

电商平台订单量=用户规模（存量与增量）×转化率（购买意愿与用户粘性）×复购率（消费者购买次数） 

用户规模主要由中国的网民数量的基础规模来定，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为 8.54 亿，占总人口数量的 60%以

上。2019 年 6 月，中国网购用户人数从 4.48 亿人增加到 6.39 亿人。网购用户渗透率也已经超过 75%。我们认

为主流电商平台未来 2-3 年内仍将集中在下沉市场，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宅”经济下，电商平台的用户规模、

转化率、复购率都将获得提高。快递行业的增速或将维持在 15-20%中高速增长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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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直播带货等新形式有效激发了电商平台的订单量。2018 年淘宝直播平台带货达千亿，淘宝直播提出，

未来三年间将带动 5000 亿规模成交。2019 年 4 月 1 日，罗永浩在抖音完成了他的首场 3 小时直播带货，累计

4800 万人围观，1.1 亿销售额，抖音音浪收入超过 360 万元，创下了抖音平台目前已知的最高带货纪录。虽然

直播带货占整个电商件比重较低，但却给现有电商平台带来了新的活力。直播带货形式要比单独在网上寻找购

物的体验更加深刻，价格也更加低廉，商家在输出产品的同时也营销了品牌，极大的提高了商家与用户参与的

积极性，也产生了更高的转化率与复购率。 

图表3： 2013-2019 年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及比例  图表4： 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活跃用户数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不管哪种形式其实都是主流平台对于流量存量与增量的再挖掘。我们认为主流电商平台的竞争策略是影响

快递行业中长期发展的关键变量。根据 eMarketer 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商市场份额阿里占据半壁江山，京东

份额为 16.3%，拼多多异军突起，超越苏宁占比为 5.2%。拼多多的迅速崛起给原有电商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存

量和增量的竞争更加明显。截至 2019 年 9 月，拼多多的活跃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5.36 亿人，京东商城的活跃用

户规模为 3.34 亿人，阿里巴巴活跃用户人数为 8.24 亿人。而在 2018 年上半年拼多多的用户已经超过京东。从

用户重合度上来看，拼多多有超过 1/3 的用户与京东商城重合，有近一半的用户与阿里重合。2019 年快递行业

增速出现了反弹并且高于实物商品网零增速，主要在于电商平台在下沉市场的激烈竞争，三大主流电商平台的

活跃用户增速均出现了反弹，而活跃用户大多数均来自于下沉市场。 

图表5： 2018 年中国主流电商平台市场份额  图表6： 2013-2019 年 Q3 主流电商平台活跃用户数增速 

 

 

 

资料来源：eMarketer，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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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估算，淘系电商平台对于整个快递行业件量的带动在 60%左右，拼多多的带动在 30%左右。因

此淘系电商平台的增速决定了快递行业件量的中长期趋势，拼多多则决定了快递行业件量的短期波动。 

我们统计发现，2013 年以来快递行业件量的增速与阿里 GMV 增速趋势较为一致，2017 年拼多多崛起后，

拼多多 GMV 季度环比增速与快递行业件量的增速波动一致。环比增速衡量的是拼多多的增长动能，动能越强

快递行业的增速越快。 

图表7： 阿里 GMV 增速与快递件量增速比较  图表8： 拼多多 GMV 季度环比增速与快递件量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驱动电商平台的 GMV 增速则主要依赖于电商平台的营销费用，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链条：电商平台

竞争策略（竞争激烈）营销费用（加大营销力度）用户购买次数（增加）平台 GMV（增加）快递行业

包裹量（增加）。 

图表9： 快递行业的核心驱动力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1.3 行业增速遇到的挑战：新零售模式对物流更加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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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整个商贸零售交易链条中的物流分解，将其分为 2B 生态与 2C 生态，也即产业供应链与消费供应链。

消费供应链的物流模式是以电商的 B2C 或者 C2C 模式以“全国仓网+标准快递”（网络型）及“RDC/城市仓+

落地配”（仓配型）为主，伴随新零售模式逐步推进，消费者对物流及时性及服务性诉求不断提升，逐步演进出

以“即时配送”及“店仓一体（含前置微仓）”为核心的点对点物流配送模式，生鲜、餐饮品类、日用百货等在

物流时效上已经从以天为单位直接提升至以分钟为单位。 

新零售的发展使得部分商品距离消费者更近，用户时效体验更高，对于物流的需求一方面转化成干线到仓，

另一方面转化成同城配/即时配，对物流的要求更加短链，在部分品类上会影响到传统快递的网络配送模式。 

以阿里巴巴平台为例，自 2012 年天猫商城（B2C 模式）成立以来，天猫 GMV 在阿里巴巴平台中的占比从

17%提升到 46%，菜鸟网络也逐步搭建了新的仓配体系丹鸟物流，在与京东商城的仓配模式竞争中，天猫的物

流时效也达到了行业前列。 

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下，2020 年京东商城一季度的 GMV 增速预计仍能保持 10%以上增长，考虑到供应商对

供应链网络的稳定性追求，预计到仓客户的渗透率仍将进一步提高。阿里也将更加重视 B2C 业务发展，阿里已

经将城配以及即时配公司增持至控股比例，我们认为阿里系的资源仍在不断向 B2C 模式倾斜。若阿里想实现菜

鸟平台的全国 24 小时达，全球 72 小时达的战略目标，那么一定是仓配模式为主导。 

目前仓配模式主要的障碍在于可仓配商品主要为标品，商品 SKU 数量有限，但随着数据沉淀后对于消费

者需求的进一步挖掘，以及目前的预售制使得大规模应用仓配模式成为可能性。 

快递行业必须要考虑零售行业的变化，特别是主流电商平台对于发展战略的调整，竞争策略的选择，快递

行业本身是寄附于电商平台之上，电商的一举一动都影响到快递行业的发展格局。 

图表10： 中国电商与物流发展演变史  图表11： 阿里巴巴中天猫比例逐年上升 

 

 

 

资料来源：物流指闻，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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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主要电商平台的物流模式与服务时效 

电商平台 物流模式 物流服务商 服务时效 

阿里 

淘宝 网络模式（100%） 通达系 2-3天 

天猫 

网络模式（75%） 通达系 2-3天 

仓配模式（25%） 丹鸟 
天猫直送当日达，次日达，隔日达，时效承诺，预约

配送 

苏宁 仓配模式 苏宁物流 
极速达，半日达，次日达，准时达，承诺达，预约送，

送装一体 

京东 

POP 网络模式 通达系 2-3天 

自营 仓配模式 京东物流 
211限时达，次日达，极速达，隔日达，定时达，夜

间配，京准达，京尊达，特瞬送，特惠送，特快送 

唯品会 网络/仓配模式 顺丰 顺丰即日，顺丰次晨，顺丰标快，顺丰特惠 

网易严选 仓配模式 京东物流 
211限时达，次日达，极速达，隔日达，定时达，夜

间配，京准达，京尊达，特瞬送，特惠送，特快送 

拼多多 网络模式 通达系 2-3天 

聚美优品 仓配模式 自营物流 
 

国美 仓配模式 安迅物流 
大家电：计时达，限时达，定期达  

小件商品：半日达，次日达，指定日达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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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快递行业竞争格局短期难以优化，长期看行业龙头 

2.1 行业竞争格局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集中度，取决于市场份额离散度 

市场普遍采用 CR8 来衡量市场集中度，以分析市场的竞争格局。我们回溯了交通运输的另一个子行业国际

班轮运输行业发展史，研究发现即便是 CR8 在部分细分航线达到 100%以上，航线也并未能够达到足够的议价

权。因此，快递行业即便是在 2020 年 2 月市场集中度提升至 86%也并不意味着市场价格可以被施加正面影响。

只有当行业龙头与竞争对手的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并且竞争对手已经无力追赶行业龙头，我们认为行业的格

局才能出现优化。 

图表13： 2013-2020 年 2 月快递行业 CR8（%）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以班轮行业为例，前四大班轮公司马士基、地中海、中远海控、达飞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比重为 17.8%、

16.4%、12.5%、11.3%，合计占市场份额比重为 58%。头部班轮公司已经逐步拉大了与赫伯罗特、海洋网联、

长荣海运等公司的距离。行业第一名与第二名与三四名的市场份额的差距也已经拉到到 4-5%，行业的格局出

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而且尾部班轮公司已经无力追赶头部班轮公司，市场地位已经出现明显分层。 

反观快递行业的格局，前四大快递公司中通、韵达、圆通、百世市场份额分别为 19%、15.8%、14.4%、11.9%，

合计占市场比重为 62%。中通一枝独秀，市场份额领先行业第二名韵达 3.2%，但近几年并未拉大与韵达的差距；

韵达逐步拉开与第三名圆通的差距，但整体的差异并不大；2019 年百世市场份额超过申通，微弱领先 0.3%，差

异也并不大。行业的市场份额离散程度并不够，主要快递公司的差异并没有显著拉大，行业格局仍需时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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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 主要班轮公司各航线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Alphaliner，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15： 主要快递公司市场份额  图表16： 主要班轮公司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我们利用波特的五力模型来分析快递行业的竞争格局。目前影响行业竞争格局最大的变量是阿里对于主要

快递公司的参股到控股演变，阿里本身的投资并不是财务投资，而是战略投资。阿里对主要快递公司的“均势”

政策，会使得行业的退出机制遇到障碍，另外行业未来发展方向也会受到作为电商平台利益的影响，快递公司

难以从电商平台、商家、消费者中获得足够强大的议价能力。新进入者如极兔、京东众邮（我们认为京东此举

意在支持京东商城 POP 平台业务，也是京东物流“千县万镇 24 小时达”时效提速计划的一部分）、顺丰特惠件

业务将短期扰动市场。而在替代市场上，如前所述，新零售的模式对物流更加短链。 

 

 

 

 

 

排名 航商 欧洲-北美 远东-北美 远东-欧洲 中东/南亚次大陆 非洲 拉丁美洲 澳新/大洋洲区域 远东区域内 欧洲区域内

1 马士基 13% 16% 19% 16% 30% 28% 19% 7% 17%

2 地中海 32% 5% 19% 13% 25% 16% 17% 2% 37%

3 中远海运 6% 17% 17% 15% 7% 7% 17% 17% 6%

4 达飞 6% 15% 11% 9% 16% 14% 21% 5% 11%

5 赫伯罗特 25% 5% 10% 8% 2% 12% 6% 1% 5%

6 ONE 10% 14% 10% 2% 3% 6% 4% 4% 0%

7 长荣海运 1% 10% 9% 4% 1% 4% 1% 5% 1%

8 阳明 1% 6% 4% 3% 0% 1% 2% 2% 1%

9 太平船务 0% 1% 0% 2% 7% 2% 4% 1% 0%

10 现代商船 0% 3% 0% 5% 0% 0% 1% 2% 0%

57% 52% 66% 53% 78% 66% 74% 32% 70%

95% 88% 100% 70% 83% 88% 87% 43% 77%

高集中寡占型高集中寡占型高集中寡占型 中集中寡占型 高集中寡占型高集中寡占型 高集中寡占型 低集中寡占型 中集中寡占型

CR4

CR8

市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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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 快递行业的五力模型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2.2 产品服务同质化，快递行业的议价能力较差 

除顺丰、京东、EMS 外，其它民营快递企业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相似度高，产品服务同质化严重。对消费

者来说快递服务体验上无实质差异，时效服务并未出现明显差异，通达系之间的品牌辨识度也并未出现严格分

层，商家对快递品牌的选择更多是基于价格。 

图表18： 2019 年 10 家快递服务品牌主要时限指标排名表现 

排名 全程时限 寄出地处理时限 运输时限 寄达地处理时限 投递时限 72 小时准时率 

顺丰 1 1 1 1 1 1 

EMS 2 6 2 3 3 2 

京东 3 7 3 6 2 4 

韵达 4 2 6 2 5 3 

百世 5 4 4 4 7 5 

中通 6 5 5 5 8 6 

申通 7 8 7 9 4 7 

圆通 8 3 8 8 9 8 

德邦 9 10 9 7 6 9 

优速 10 9 10 10 10 10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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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家/消费者尚未对快递服务愿意支付更高价格 

包邮理念盛行，消费者对商家的选择除了本身商品属性以外，包邮也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商家对快递费

的处理一般有以下几种：（1）对低价值、发货量大的品类包邮，利用量大优势获得低价的快递费（2）高价值品

类，快递费占商品价值比重较小（3）部分付费包邮，由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在这种交易结构下，特别是行

业产能富裕，商家或者消费者很难支付更高的价格给予快递公司。商家或者消费者也并没有对不同快递公司（通

达系）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行价格分层。 

2.4 行业价格战取决于快递公司的产能投放 

我们假定快递公司会将当年十一月份日均单量作为下一年的产能设计目标。以此做估算，来衡量快递行业

的产能投放。在 2015 年之前快递公司的融资能力较差，产能不足，跟不上行业的快速发展。2016 年，是民营

快递公司集中上市的一年。顺丰、申通、圆通、韵达、中通五大快递巨头集体登陆资本市场。在获得大量融资

后，快递公司纷纷进入到产能扩张周期。快递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从 2015 年之前的严重不足（产能利用率在 130%

以上）到 2016 年以后的逐步过剩。我们估算 2020 年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 88%，日均产能富裕能力超过 2860

万件。 

图表19： 快递行业供给过剩 

 

资料来源：Wind，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我们认为行业单票价格下降主要是行业规模经济带来的下降，并非价格战带来的影响。从主要快递公司单

票成本的下降幅度（50%）远远超过了行业单票价格（42%）的下跌。单票成本下跌幅度小于行业单票价格下跌

幅度的快递公司也基本上退出了市场。但在行业产能富裕的情况下，单票价格很难出现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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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递行业发展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 

3.1 快递公司从内部规模经济向追求内部范围经济转变 

从学术定义上，规模经济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产出的增加则平均成本（单位产

出成本）逐步下降。范围经济是指在同一核心专长，从而导致各项活动的多样化，多项活动共享一种核心专长，

从而导致各项活动费用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内部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下

降。内部范围经济是指随着产品品种的增加，企业长期平均成本下降。比如公司同时生产 A 产品和 B 产品，由

于范围经济存在，生产 A、B 两种产品的长期平均成本出现下降。 

纵观快递公司近年来的产品多元化，其实本质上是从现有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扩张。目前规模经济留给

行业的红利越来越小，行业必须重新思考未来发展模式。因此快递公司利用快递网络向下延伸即时配业务，向

上延伸快运业务甚至供应链物流业务。虽然两端业务都可以利用已有网络延伸，但在拓展的过程中多项产品的

短期平均成本大幅上升，导致短期业绩不理想，长期平均成本的下降必须将产品业务协同化、必须将另一个产

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出来，否则范围经济实现的难度很大。 

图表20： 快递公司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扩张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3.2 平台系菜鸟网络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同一个市场同行业企业的增加，多个同行企业共享基础设施与服务等所带来的成本的

节约。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企业生产活动专业化，多个企业分工协作，组成有效生产或服务系统，从而带来成本

的节约。阿里系投资物流的本质是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发挥到极致，利用同一赛道的规模经济和不

同赛道的范围经济来实现成本和差异化的服务。因此，菜鸟对于未来快递行业的影响将是网络共享，实现单位

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差异化服务，利用各赛道的服务满足自身全国 24 小时达与全球 72 小时达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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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1： 阿里系的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范围经济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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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资评价和建议 

我们认为快递行业仍然是交运整体板块中增长确定性较高的一个子版块。行业的投资价值来自于三方面：

（1）行业增长红利（2）行业格局红利（3）公司自身的α。基于目前主流电商平台对流量存量与增量的争夺，

渠道加速下沉，快递行业的增速预计可维持在 15-20%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从行业格局上看，中通、韵达已

经逐步拉大与后面快递公司的市场份额差距，有望享受行业增长与市场份额提升的双重红利；从公司自身的α

属性来看，顺丰在不断优化自身规模经济的同时，加大对供应链、冷链、跨境等范围经济的拓扑。建议重点关

注快递板块中顺丰控股、中通快递、韵达股份。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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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分析 

（1）人力成本大幅上涨（2）行业价格战失控（3）行业退出机制存在障碍（4）范围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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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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