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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我们在本篇报告中，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角度，首先从行业角度梳

理：快递是什么样的产品？为什么快递的利润率比其他物流行业更高？

为什么快递行业会有价格战？

自下而上角度，我们从微观视角梳理：什么样的快递公司是好公司？先

导和后验指标分别是什么？

同时我们以顺丰控股、密尔克卫作为案例，以期提取物流行业头部公司

的特点。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超预期波动；快递行业竞争格局恶化；顺丰下沉不及预期；密尔克卫扩张不及预期

http://ipoipo.cn/


物流服务行业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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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本质上是服务行业，贯穿了整个经济业态中的制造、渠道以及消费环节。

◼快递：靠近消费但不是消费品，当前需求周期性不强，规模效应强。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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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是什么产品：消费拉动、商务补充，当前成长性强于周期性

社零增长 网络零售渗透率 网购增长 电商件

商务活动 文件、样品、制
造业成品寄送

商务件 快递增长

个人件

年份 2018 2019E 2020E

平台 GMV（亿元）
包裹金额
（元/票）

包裹数量
（亿件）

占快递业比
（%）

包裹数量增
长（%）

包裹数量
（亿件）

占快递业比
（%）

包裹数量增
长（%）

包裹数量
（亿件）

占快递业比
（%）

天猫+淘宝 58627 214 275 54.2% 18.0% 325 51.2% 16.0% 376 48.4%

京东 16572 500 33 6.5% 23.0% 41 6.4% 22.0% 50 6.4%

拼多多 4716 46 103 20.2% 75.0% 179 28.3% 40.0% 251 32.3%

前三大平台
合计

79914.5 235 419 80.95% 29.95% 545 85.90% 24.36% 677 87.13%

◼ 2018-2020E年中国快递业务量来源分拆

◼ 快递全行业业务量：
➢ 2019年增长25.3%
➢ 2020上半年增长22.1%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公司财报，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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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层：商务件市场
竞
争
压
力

弱

强

⚫ 高毛利，时效性要求高

⚫ 重资产模式运作便于控制质量

◼ 参与者：顺丰EMS为主，通达为辅

⚫ 顺丰：民营机制，认可度高，拥有定价权，时效件为公司业
务基石，当前正通过开辟新业务进行下沉。

⚫ EMS：央企背景，国企客户占比高，借助邮政网络，
在乡镇一级、农村市场有服务优势，收费较高。
⚫ 通达系：近年来逐步渗透，主打性价比，瞄准时效性要

求不高、流向较为单一、中小企业等客户，收费较低。◼ 次顶层：个人散件
⚫ 增速不详

⚫ 客户无议价力，毛利较高

◼ 参与者：顺丰为主；通达系为辅

①缓冲层：高端电商件

⚫ 3C等高附加
值或冷链产品，
对安全、时效
性要求较高

◼ 参与者：顺丰和部分通达系
⚫ 顺丰：爱恨交加的新市场。

⚫ 通达系：在阿里的推动下，部分快递品牌服务质
量稳步提升，凭借性价比逐步渗透该细分市场。

◼ 电商层：电商件

⚫ 近年来增速较高

⚫ 占全市场80%上下，市场增量主体

⚫ 客户对价格敏感，总体服务差异
化低，规模效应下的成本竞争

②主流层

③溢出层

◼ 参与者：通达系主导，顺丰为辅
⚫ 通达系：中通领先市场，韵达、圆通位

列行业第二、第三。

⚫ 从参与者维度可划分为缓冲层、
主流层和溢出层。

◼ 参与者：其他小型
快递。

⚫ 本质上加盟制。
⚫ 抢夺通达系漏出客户。
⚫ 规模小，生存压力较大。

顺丰主导

通达系主导

业
务
下
沉

业
务
升
级

高端电商件市场即是顺丰
和通达系竞争的缓冲层，
也是双方业务升降拓展过
程的观测层。

中国快递竞争格局：标品+随机，本质依然是2B服务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家邮政局，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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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是什么产品：规模效应强的标准品

◼怎么理解快递的标品特点：收转运派，环节标准化，不需要为客户定制方案。

◼规模效应：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转”和“运。”上市公司的资产是“地、机、车、人”，上市公司

的是规模化最强、盈利能力最好的部分。短期没有供给瓶颈，远期瓶颈可能是土地。

◼相对应的：物流行业中的非标品，典型的如合同物流，不同行业、同行业的公司，所要求的仓库设点、

配备设施、管理要求等都不同，是典型的非标品“服务”，项目招投标式、周期长、利润率相对低。

◼总结：快递是标准品，又有规模效应，是利润率较高的赛道，上市公司的利润率更高。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http://ipoipo.cn/


快递是什么产品：规模效应强的标准品

上市公司

加盟网点

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

运输设备

中转设备

……

房屋租赁

员工

支线车辆

小型设备

……

上市公司层面资本开支更大、固定资产更多、规模效
应更强

◼ 通达系固定资产对比（亿元）

◼ 韵达成本结构为例（元/票，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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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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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似消费非消费，产能易增难减，价格战是必然趋势

社零增长 网络零售渗透率 网购增长 电商件

商务活动 文件、样品、制
造业成品寄送

商务件 快递增长

个人件

上市公司

加盟商

转运中心 干线运输

大量人力 支线设备租赁场地

少量人力

全国铺网

需求

1. 快递是电商实物商品触达消费者最主流的渠道，且因为产业集聚、非标品需求难以预测，长期依然是主流。快递收费
对象是电商平台上的小B商家，快递成本需要锱铢必较。

2. 快递同质化：淘系上发货的需求是随机的，倒逼快递全国铺网，各家深度广度接近，产品同质，没有区域性公司。

供给

1. 总公司固定成本占比更高，固定成本和资产最重的地方是分拨中心和车队，而分拨中心和车队又是全国网络需求的结
果。行业高成长阶段存在扩张网络的惯性。

2. 近五年来设备代替人工趋势显著，固定成本占比高的特点更明显。

3. 上市后追求市占率。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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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市场总结：似消费非消费，产能易增难减，价格战是必然趋势

◼ 快递行业综合单价（元/票）

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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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似消费非消费，产能易增难减，价格战是必然趋势

快递出售的是一种标准化的物流服务。1

电商快递服务对象是电商平台上的小B，需求上受益于网络零售，但并不能算是严格意
义上的消费品。

2

3 网络零售决定了发货目的地是随机、遍布全国的，倒逼快递发展出全国网络，因此没有区
域市场，必须完全竞争，相应地也提高了外来者门槛。

快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轻资产行业，上市公司拥有的是资产最重、规模效应最强的分拨和
运输，上市公司端的成本大部分是固定成本，这样的结构决定了公司对量的追逐，叠加上
市后考虑市占率，行业价格战成为自然的结果。

4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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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格局

末端价格

网络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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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退回、丢
件、投递etc）

车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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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看通达快递的公司治理：兼顾水上与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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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投资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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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系快递：组织结构松散，间接传导价格，本质是利益分配

派件费
中转费
面单费

快递费

派件费

派件费

人工、房租、水电、
干支线运费、罚款

派件支出
中转费

面单费

揽件网点

上市公司

派件网点

干线运输成本

分拣成本

收
入

支
出

价格战补贴

价格战补贴

⚫ 末端定价权的拥有者：上市公司对网点价格只
有指导作用，上市公司的费率是间接的；

⚫ 价格战主战场：末端进行价格战的不是公司，
而是加盟商；

⚫ 网点存在流动性：网点所有者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手买卖常见，网点稳定代表盈利能力较好，
但老网点对上市公司的话语权也强；反之过于
频繁的网点变动可能导致运力不稳；

⚫ 网点的产能是市占率的重要因素：除了价格，
网点的产能（人力、场地、设备）和上市公司
产能一同决定了快递品牌市占率的上限。

⚫ 间接引导定价：上市公司通过调整费率来影响
定价；

⚫ 派件费：上市公司理论是代收代付，（替揽件
网点交给派件网点）。调整派件费的主要目的：
1）试图推动末端涨价；2）平衡全网的利益分
配。

⚫ 最后一公里实施者：完成派件，派件费价
格的接受者；

⚫ 派件收入低于揽件收入：派件费一般在
1.0-1.7元/票之间，低于揽件价格，但派
件网点同样要付出人工、房租等成本，盈
利能力弱于揽件网点；

⚫ 派件网点在哪里：城市中心，电商商家支
付不了市中心的租金，网点多是派；农村
商品制造不发达地区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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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系网络本质是利益分配

⚫ 上市公司

⚫ 加盟商

公司 时间 收购加盟商数量 涉及现金（亿元）
涉及普通股数量
（亿股）

每股对应价格
（元/股）

股权金额
（亿元）

总对价（亿元，现金
+股权）

平均单个加盟商资
产规模（亿元）

中通
2014 8 0.65 2.03 11.73 23.79 24.43 3.05 

2015 16 0.58 0.26 48.64 12.83 13.41 0.84

2016 N/A 0.31 0.01 50.11 0.30 0.61 N/A

公司 拟发行时间 完成发行时间 换股期限开始时间 募集资金金额 票面利率 债券期限（年）
本次控股股东质押本
公司股份数（亿股）

本次质押股份数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

圆通
2016年12月2日 2017年5月23日 2020年3月26日 4.95亿 1% 4 0.4 2.77%

2017年8月4日 - - 不超过10亿 - 4 - -

韵达 2017年7月17日 - - 不超过10亿 - 6 -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 快递上市公司都在使用各种方式将加盟商与自身利益绑定（中通交叉持股、圆通韵达私募可交债，时间上中通领先）

http://ipoipo.cn/


固定资产产出对比
◼ CAPEX（亿元）

◼ 通达系固定资产对比（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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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固定资产结构看公司网络能力
◼ 快递运输设备对比（亿元）

◼ 快递机械设备对比（亿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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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成本：资产与管理的滞后指标

成本结构方面，剔除我们刚才讨论的派件费支出，上市公司层面主要承担的是面单类成本和中转类成本。

1）面单类成本：从手写面单到电子里面单过渡，基本电子面单率超过99%，电子面单的成本很低，远低于手写，带来

面单费与面单成本同时下降。

2）中转类成本：包括干线运输和分拣操作，比例大致在6:4。我们主要关心中转成本的变化。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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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品牌效应是终极护城河，既有快递布局深化也有产业升级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有品牌效应，不参与价格战，时效件具有护城河：按照时效进行分层收费，达不到则进行赔偿，而

通达系公司都不能做到按时效收费，这是公司网络以时效优先、牺牲成本决定的；

2）战略上，特惠件形成价格封锁：通达系仍在中低端电商件中厮杀，顺丰的特惠件作为增量，快速占

领中端电商件市场，阻遏通达系未来的产品升级；

3）来源上，较为分散，不依赖淘系，而当前电商市场的趋势大概率是去中心化。

4）产业升级，国货国运：增速换轨，各行业份额向大龙头集中，大龙头的物流需求复杂；中美关系不

确定性增大，国货国运需求增强。

◼ 顺丰按照不同的到达时效划分产品及其收费标准
（首重为元，续重为元/kg）

◼ 通达系固定资产（亿元）

http://ipoipo.cn/


顺丰：完整的产业布局

05
重货快运

01
物流解决
方案

03
电商平台

电商商家入驻仓储园

区，顺丰提供一站式

仓储、配送、客服、

金融服务，现有175

个仓库

02. 电商仓储

为电商客户提供出口

与进口双向的报关服

务

06. 国际业务

顺丰 02
电商仓储

06
国际业务

04
冷链服务

对打德邦：高端快运市场

2019年完成收入127亿

05. 重货快运

金融保险行业：车险、寿险转

送，POS机业务外包，汇票转

送

汽车行业：汽配转送

01. 物流解决方案

跨境电商：丰趣海淘

生鲜电商：顺丰优选

03. 电商平台（已剥离）
冷链：速配，城配，零

担，仓储，生鲜

医药：常温，温控，冷

链城配，转送，零担

冷库服务

04. 冷链服务

◼ 顺丰：重资产和品牌构成壁垒、垄断商务市场、具备定价权、生态圈布局最为完善，长期来看是最有
潜力成为龙头资质的快递标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 监管维度：政策对快
递的监管一旦收紧，
顺丰有先发优势

⚫ 顺丰产业链布局更有
前瞻性，通达系尚有
距离

⚫ 快递品牌塑造难度大，
顺丰应有溢价

http://ipoipo.cn/


顺丰短期：时效件市场重回成长，特惠件构筑战略壁垒

➢ 时效件：顺丰整体盈利和现金流底盘来自于公司的时效件业务，公司时效件产品壁垒深厚、定价权强。顺丰时效件

包含商务、个人与电商需求，并不能以“商务”需求一概而论。电商需求方面，线下零售业态在逐步恢复过程中，

品牌方出于对增量的渴求，对线上销售给予了更多资源倾斜，同样带来的是高客单价品类线上销量的增长，以上因

素均有利于公司时效件内电商类型业务的增长。

➢ 特惠件的意义：1）快递赛道内的增量市场，其需求主要基于公司品牌效应的延展，因此当期拥有溢价且需求旺盛。

2）价格封锁带：拥有特惠件后，顺丰的快递产品单价布局跨度包含了20+、15+与6+，充分下沉，在当前通达系格

局未出清之时，快速占领中端电商件的市场份额，对通达系未来潜在的升级形成价格封锁，保护时效件。

➢ 我们以通达系过往经验来看，从日均数百万到日均千万级的过程中，往往是单位成本从2元以上降至1元以上的阶段，

该阶段成本下降斜率最为陡峭。顺丰自2019年5月起培育特惠件业务，我们认为当前正处于以上规模阶段。

◼ 2014-2019中通、圆通、韵达日均业务量（万票）与单位成本（元） ◼ 2019.5-2020.12顺丰特惠件日均业务量估测值（万件）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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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中期：以孟菲斯为例，展望鄂州机场带来的影响

资料来源：FedEx年报，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成本下降

➢ 理论和实证共同说明，从联通式网络向轴辐射式网络进阶，单位成本下降

◼ 轴辐射式网络VS完全联通式网络 ◼ 1978-1984年FedEx单位包裹成本（美元/件）

➢ 孟菲斯超级枢纽投用之后，FedEx快递件的成本从22.01美元/件下降至18.86美元/件，降幅超过每件3美金，达到

14.31%。主要体现在：燃油成本、租金成本、人工成本、折摊成本

◼ 1982-1985 FedEx传统时效件与低价件占比（%）
• 产品结构：FedEx在1981年6月开始推出更经济也更轻量的

产品，覆盖原先没有覆盖到的需求，打开公司的成长天花板

• 对顺丰的启示，供给创造需求：

1）随着鄂州机场的投用，航空网络健全，时效件覆盖城市数量

有望扩大；

2）成本降低，继续细化产品；

3）鄂州机场空、铁、公路联运，重塑产品体系；机场周边布局

生产&电商仓，实现大规模发货，反哺供应链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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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长期：产业升级与供应链
➢ 制造业结构的变化：纵观2000年后中国制造产业的变化，明显开始体现出附加值较高的计算机、电子等产业增
长较快，并诞生出如华为、小米等大型企业，我们认为该类型公司将会产生大量的第三方供应链服务需求。

➢ 对成本控制的要求提升：第三方物流企业对库存和运输等的管理能力更胜，最优秀的供应链管理效果，应该是
在降低成本和耗损的同时，通过带动库存的周转率，从而带动客户的销售收入增长；

➢ 微观上的准备：FedEx和UPS都是在自己完全具备了完整的物流能力之后才开始了对供应链业务的涉足。

时间 这一年UPS供应链开始提供服务的行业 这一年FedEx供应链开始提供服务的行业

1998
1998年，FedEx收购Caliber System Inc，开始提供计算
机、电子商务、高价机械、软件等行业的供应链服务

1999 制药、汽车、电子、航空制造、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

2000 成立FedEx Global Logistics 提供供应链服务

2001
计算机、通信设备、汽车、电子、电子商务、
健康医疗

正式成立FedEx Supply Chain Services 子公司

2002 消费品行业 时尚商品
2003 UPS Supply Chain Solutions正式成立

2004 高科技产业、政府部门

2005 零售业

2006

通信设备、半导体、生物医药，2006年FedEx开设
FedEx Critical Inventory Logistics，专门负责以上三类
客户

2007 全制造业

2013 航空产业

2015 健康医疗、零售业

2017 生物科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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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行业龙一的十倍进阶之路，大行业小公司

不论是自上而下测算，还是自下而上测算，密尔克卫的成长空间依旧充分。

➢ 自上而下，市场容量 =
GDP化工品产值（2017年）8.19万亿 * 物流占GDP比值14.6% * 第三方物流渗透率（25%，假设值）=3000亿

➢ 自下而上，A股化工企业的外包物流额约为750亿，假设用较为乐观的50%证券化率来测算，那么光国内化工生
产企业的物流需求就接近1500亿，整个化工物流的体量绝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还有三类体量较大的群体：1. 非
上市公司；2.国际化工公司；3.各类贸易、批发、物流企业

市场格局分散：随着行业逐步规范，集中度有望提升

➢ 靠前的竞争者中，存在大量大企业下的子公司

➢ 市场集中度极低：按照中性假设下，3200亿的化工品第三方物流规模进行计算，排名第一的中化物流（母公司为产

业，某种意义上不是严格的第三方物流）2016年实现收入40.6亿元，市占率仅1.35%

➢ 危化品物流领域，密尔克卫有望成为行业中的龙头公司：2017-2019密尔克卫供应链物流板块的收入则分别为

11.69、15.5与21.95亿，市占率分别为0.4%、0.5%与0.7%，占比快速提升；若光以危化品仓库而言，密尔克卫

目前应该是中国最大的运营商。

➢ 牌照为行业进入壁垒：与危化品相关的业务均需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仓储相关资质极难获取，行业整体供

给扩张不快，事后监管严格使得行业中的中小产能正面临淘汰

资料来源：wind，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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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克卫：行业龙一的十倍进阶之路，行业整合者ROE持续提升

◼ 2015-2018密尔克卫外延并购案例数量（个）

➢ 需求端，与全球/国内化工巨头建立稳定合作关系，锻造运营能力、拓展市场：
1. 全球及国内化工巨头：譬如陶氏、巴斯夫、阿克苏、万华化学等，多为招标合同。客户多元化的物流需求及较为严苛
的质量管理和IT体系打磨了密尔克卫的执行力及服务水平。
2. 公司当前的业务也开始向奔驰、中芯国际、台积电等企业拓展，向其提供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化学品物流需求

➢ 外延+内生开拓产能，成长迅速：
1. 公司的产能扩张为内生外延并举路径：内生方面，主要为拿地+自建流程；外延方面，收购市场中的小散产能。公司
作为行业内唯一的上市公司，在资源、资质的获取能力上强于竞争对手，近年来扮演行业整合者角色
2. 外延内生均有增长：2019年，剔除外延并购所得的2.09亿后，计算得到公司物流板块的内生增长为28%。剔除了外
延项目贡献利润后，2019年净利润内生增速达到30%。

◼ 2019年密尔克卫外延与内生的收入/利润增量（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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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道、小公司：密尔克卫未来发展趋势

结论:

➢ 我们认为公司通过6-7年的发展，收入接近300亿，那么基于公司ROE长期提升的历史趋势，以及高毛利危化库营

运面积的不断增加，我们认为公司销售净利润率有望从现在约8%的水平提升至10%以上的水平，那么净利润有望

达到30-36亿元，如果这个结果匹配于20%+的ROE结论，那么公司彼时的净资产应该在150亿，相当于当前的10

倍，考虑到年留存利润及分红，假设不大规模提升杠杆，大致可以判断公司在这个增长周期需额外股权融资70-80

亿左右，由于期间市值不断增加，我们相信其股权摊薄对EPS影响的权重有限。

◼ 2016-1Q20密尔克卫加权平均ROE系统性提升（1Q20为疫情阶段，%)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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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
疫情后阶段，预计公司业务开发和外延收购提速，业绩弹性大概率逐季增加，当前公司已公告拟以1.04亿元对价，收购
湖南瑞鑫化工65%股权，将为公司今年的业绩增长带来新的增量。考虑监管趋严可能带来的行业价格变动，我们预计
2020-2022年盈利为3.21、4.49与6.11亿，继续推荐。

◼ 密尔克卫收入分拆及预测（蓝色数字为预测值，表中单位为亿元）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E 2021E 2022E

货运代理 5.3 6.27 7.87 10.61 13.47 19.53 26.96

YOY 14.70% 18.20% 25.50% 34.86% 27% 45% 38%

占比 56.50% 48.50% 44.10% 43.85% 41.6% 38.9% 35.2%

仓储业务 1.35 1.65 3.23 4.62 6.97 11.15 17.73

YOY 79.90% 22.30% 95.20% 42.94% 51% 60% 59%

占比 14.40% 12.80% 18.10% 19.08% 21.5% 22.2% 23.2%

运输业务 2.38 3.77 4.4 6.72 8.67 14.31 23.62

YOY 182.30% 58.10% 16.90% 52.76% 29% 65% 65%

占比 25.40% 29.20% 24.70% 27.80% 26.8% 28.5% 30.8%

化工品交易 0.32 1.16 2.26 2.14 3.17 5.08 8.13

YOY 511.10% 264.10% 94.80% -5.15% 48% 60% 60%

占比 3.40% 9.00% 12.70% 8.87% 9.8% 10.1% 10.6%

其他收入 0.03 0.06 0.08 0.1 0.13 0.18 0.15

YOY 32.30% 97.00% 30.40% 17.51% 35% 35% 35%

占比 0.30% 0.50% 0.50% 0.40% 0.4% 0.4% 0.2%

收入合计 9.39 12.91 17.84 24.19 32.42 50.25 76.58

营收YOY 49.10% 37.50% 38.20% 35.60% 34% 55% 52%

归母净利润 0.56 0.84 1.32 1.96 3.21 4.49 6.11

净利润YOY 9% 60% 47% 48% 64% 40% 36%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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