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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产业链全梳理 未来高增长的迹象在哪里？ 

 

 

今天，我们要研究的这个行业，乍一看，国内情景与美日等国水平差异很大，

未来也许会有对标上的增长预测。但仔细梳理下来，我们发现，这个行业当下

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下游的情况，因此目前要想对标美日，难度

较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巨头的画风： 

2020 年营业收入增速为-12.01%，净利润增速为-67.83%，业绩大幅下挫，

主要缘于卫生事件导致的出行受限。其股价自 2010年到 2020期间，涨幅为

300%，股价直接翻了 4 倍，它就是西斯科 Sysco，所在赛道为冷链供应商。 

 

图：巨头 A走势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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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某细分龙头，在今年 4月到 8月之间，短短 4个月内，暴涨 150%。 

 

图：细分龙头 B走势 

来源：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 

 

这两大龙头，分别对应美国的 Sysco（西斯科），和国内的海容冷链。 

 

今天，我们重点要做的，就是对冷链这条产业链的研究。 

 

对冷链产业链，眼下我们要解决几个核心问题： 

一是，这条产业链中国和美日水平差异较大，到底为何？ 

二是，这条产业链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那么未来其高增长的迹象在哪？ 

 

（壹） 

 

冷链，通常指的是冷链物流（Cold Chain Logistics）,归属于一种特殊的供应

链系统，属于冷链技术和物流体系的统一。冷链物流覆盖四个环节，分别是冷

冻加工、冷冻仓储、冷冻运输和冷冻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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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冷链物流产业链 

来源：《招商证券》 

 

关于上述冷链环节中涉及到的上市公司，梳理如下： 

 

图：冷链产业链 

来源：塔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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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在之前我们的超市产业链报告中（详见产业链报告库），分析过：未来超市行

业突围的路径重点在于扩张生鲜品类，但生鲜这门生意毛利率不高，易损耗，

对上游冷链环节要求较高，因此，才有了本篇报告。 

  

冷库在整个冷链物流节中，属于重要的节点。冷库按照使用目的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交易型，位于农贸市场基地，一类是周转型，比如第三方仓储、配送中

心这类。但目前，我国在冷库储备上，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图：人均冷库容量对比 

来源：招商证券 

  

从人均冷库容量维度上看，美国是我国 4 倍，日本是我国 3 倍，德国是我国

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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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冷藏车方面，我国人均冷藏车保有量为 0.13台/千人，日本为 1.95台/千

人，美国为 1.76台/千人。 

  

从数据的对比来看，我国的冷链设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美日的易腐

蚀产品（果蔬、肉类、水产品等），其冷链的流动率（在物流过程中采用冷链

物流的比例）为 95%以上，而这个数字在我国只有不到 50%。而这个问题，

也导致我国生鲜产品运输途中损耗率为 25%到 30%，而美日在 5%以下。 

 

图：中美日生鲜流通环节对比 

来源：中物联冷链委、招商证券 

  

看完上面这组数据，可以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冷链在中国的市场空间非常大。

但注意，我们发现，上述数据中，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疑问： 

  

根据我们之前在电商产业链报告中的分析（详见产业链报告库），我国的快递

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密度较高，公路基建较为完善，导致物

流成本较低，但在冷链物流上，我国的物流成本竟然比日本、美国还要高出 2

到 3倍。那么，为何会呈现出这样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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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高额的成本，显然会制约行业的发展，通过冷链设备领域几家上市公司的财务

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近年的增长情况也不是非常乐观，并没有进入高速增长

期： 

 

图：冷链设施代表公司数据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其中，冷冻机和冷库的收入增速并不乐观，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情况。目前来

看，只有冷藏车的增速较为乐观，但又存在波动性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重点探究我国冷链高成本的原因。首先，我们从冷链运输的产品

来进行推导。首先，我国冷链运输的产品和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图：不同品类冷链渗透率 

来源：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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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各大品类冷链渗透率数据上来看，速冻食品和水产品的渗透率水平较高，

其次为乳制品和肉制品，明显处于低位的是水果和蔬菜。 

 

根据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家，冷链的渗透率在 95%到

99%之间，其中易腐食品的冷藏运输率已经超过 90%，某些产品（家禽、蛋

奶）冷链流通率达到 100%。对比下来，我国果蔬的冷链渗透率提升空间更大。 

 

 

图：冷藏运输率对比 

来源：商务部、招商证券 

  

注意，我国果蔬领域的渗透率尤其低，那么，果蔬与肉类产业链差异在哪，为

什么冷链运输渗透率会有这么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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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答案：上游、下游规模化程度。 

 

先来看上游： 

上游的品类，可以分为速冻食品、肉制品、乳制品、水果和蔬菜。高渗透率品

类，其实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生产，这一点，我们通过产业内代表上市公司数量

可以看出。 

  

比如，速冻食品的代表公司有三全食品、安井食品，乳制品领域已经形成以伊

利和蒙牛为主的双寡头局面，此外还有光明、新希望、科迪乳业等上市公司，

肉制品领域有温氏股份、牧原股份、圣农发展等。 

 

而对于水果和蔬菜这两个领域，还未形成规模化生产，也就没有相当体量的上

市公司出现。 

  

这点，与美国有显著差异，根据招商证券统计，美国农业产值的 10%由 400

个大农场贡献，40%由中等规模农场贡献，而我国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户占

比仅有 2%。 

  

接着看下游： 

冷链环节的下游，主要是超市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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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美国餐饮标准化程度为 70%，日本为 90%，

中国为 30%。因此，对于冷链的研究，整体上需要重点关注下游餐饮标准化

和竞争格局的动态情况。 

  

综上来看，冷链行业低速发展的源头在于，上游和下游的集中度、标准化程度

都不高，而上游农业机械化程度提升，将会是一个长期缓慢过程，从中短期来

看，只有下游餐厅、超市的集中度、标准化提升可为冷链带来爆发机会。 

  

所以，对于中美日三个地区的冷链行业来说，商业模式上才存在非常明显的差

异，美国、日本上游规范化化程度高，因此冷链公司的发展模式是以 B2B 为

主，而我国冷链行业当下的商业模式，还处于以 C2C为主的阶段。 

  

我们认为，这样的上下游差异，是我国冷链始终无法进入高速发展期的主要矛

盾，美国冷链巨头的发展历史，也可以侧面印证我们的观点。 

  

美国的冷链供应巨头为 Sysco，Sysco的核心业务是为 B端供应食材，且这部

分食材 60%为生鲜产品。它为超过 60万家的餐饮、医院和政府机构等服务。 

  

美国的食材供应市场受到地域限制，竞争格局较为分散，龙头 Sysco 的市占

率有 16%，CR3为 28%，其客户类型常年稳定，餐厅类客户为公司贡献 60%

以上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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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ysco客户贡献收入情况 

来源：招商证券 

  

Sysco的采购模式以中央直采为主，公司根据对客户需求量的预测值来对上游

集中采购，后再发往各个地区的运营公司，这一点主要受益于上游农业机械化

率高，大农场经营模式。如果是小农模式，则只能以分区采购为主，再运往各

个地区运营商。 

  

因此，梳理下来我们可以发现，美股冷链巨头 Sysco的发展壮大，大背景在于

餐厅连锁化程度提升，同时，上游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工产值均高，也利于

Sysco这样的食材供应商集中采购。 

  

同时，Sysco也开始向上游布局，为餐饮供应旗下品牌菜系。目前 Sysco共有

13 个自主品牌，它自营的产品主要以美式、意大利、墨西哥等各个主流菜系

所需要的食材为主，产品覆盖鲜冻肉、海鲜、家禽、水果蔬菜等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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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发展的路径和主要矛盾梳理清楚后，我们接下来思考，我国冷链行业在什

么时候会从 C2C进入 B2B阶段？未来，这个行业，该如何跟踪观察？ 

 

（伍） 

先看上游。 

制约上游规模化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械化水平较低，我国仍然以小农耕作

为主，导致生鲜食材的供应效率不高，仅仅通过加开冷藏车、冷库，无法从根

源上提升配送效率。 

  

我们以“每 100平方公里耕地的拖拉机数量”这个指标来看，来看一下中美日三

国的差异情况。 

  

我们根据统计局披露的拖拉机年产量，反推 2019年，我国每 100平方公里耕

地的拖拉机数量大致为 145台，大致处于日本 1966年水平。 

 

虽然该数据如今已经不再更新，美国、日本这项数据在2002年后就停止统计，

截止目前，美国的情况为 265 台（中大型为主）、日本为 4482 台（小型为

主）。可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远低于发达地区。 

 

后续，拖拉机增速，以及百平方公里拖拉机数量，是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跟踪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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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游。 

我们餐饮中，标准化程度相对靠前，连锁模式扩张迅速的，是火锅赛道，我们

观察龙头海底捞，其在中式餐饮市场、火锅市场的市占率分别为 0.3%和 2.2%。 

  

注意，餐饮连锁行业的巨头，市占率水平都如此低，可见我国餐饮行业呈现分

散化发展情形。 

 

图：海底捞市占率 

来源：招股书 

  

因此，下游可以通过海底捞市占率这个数据来跟踪。 

梳理到这里，可以明确，目前我国冷链行业上游和下游 B端发展都极为分散，

不利于冷链企业效仿美国走 B2B模式，只能走 C2C，并且，与海外的差距并

不小，因此，在近年内，我们认为冷链行业很难有超出运输行业整体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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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采用近三年公路货运量增速均值 4.4%，这个增速水平作为行业整体

的参考。 

  

（陆） 

 

那么，我国冷链大行业中，有没有一些细分领域的机会？ 

  

我们沿着上述主要矛盾进行推导：制约冷链发展的首要问题是成本，那么，什

么市场里对成本不敏感？ 

 

答案：高端市场。 

 

高端冷链受成本的干扰较小，并且，高端冷链和中低端冷链较大的差异在于，

其并不是走公路冷链，而是航空冷链。 

 

航空冷链，与另一个赛道有所重合——快递。目前，在航空冷链领域，布局领

先的，为顺丰控股，其通过并购 DHL供应链及新夏晖来实现了快速布局。（对

顺丰，我们在今年 2月做过详细研究，详见专业版报告库） 

  

顺丰的供应链业务主要为生鲜、新零售餐饮等头部客户提供冷链和仓储服务，

公司从 2019年 3月开始披露供应链业务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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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顺丰供应链业务情况 

来源：华创证券 

 

 

图：顺丰冷运业务增速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2017年到 2019年，顺丰冷运板块的增速分别为 69.37%、84.92%、20.03%，

处于高速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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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航空冷链并没有受到成本限制，因此，其渗透率发展可以参照欧美发达

经济体。假定十年内，水果渗透率能从 20%提升到 100%，则行业空间还有 5

倍，若肉制品可以从 40%提升到 100%，则行业空间还有 2.5倍。 

  

由于航空冷链中食品和水果的比例不详，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算，航空冷链行

业未来 10 年的空间，大致在 2.5 倍到 5 倍之间，即，增速在年化 9.59%至

17.46%之间，目前顺丰冷链业务的增长情况略高于该测算水平。 

  

（柒） 

 

 

梳理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确造冷链行业的增长逻辑，接着来看一组行业内的高

频跟踪数据。 

 

1）拖拉机产量 （月频），通过拖拉机累计销量同比数据来观测上游农业化机

械化进程情况，当然这个进程应该是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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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中型、小型拖拉机产量累计同比 

来源：Wind 

 

2）公路货运量增速 

 

图：公路货运量累计同比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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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产业增长驱动力看完后，我们再继续深入，梳理一下这条产业链图谱……… 

………… 

以上，为本报告部分内容。近期我们新开辟了基金笔记、宏观笔记、产业链梳理笔

记三个研究系列。如需获取全部行业笔记、基金笔记、宏观笔记、建模笔记，请扫

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专业版报告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厚积薄发的硬核分析，

才能在关键时刻洞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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