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递价格战如火如荼 单票价格逼近2元

证券时报记者 陈静 曹晨

快递行业高景气度下， 价格战也

越发激烈。

2019

年至今，快递行业经

历着一场颇为激烈的价格战， 并对相

关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从国内主

要快递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来看，

除顺丰控股与圆通速递业绩保持增长

态势， 其他快递公司业绩均出现大幅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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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记者采访了国

内主要快递上市公司发现， 在快递价

格战进入白热化背景下， 相关公司在

成本管控、数字化建设、战略聚焦等多

方面采取了举措。

对于快递行业未来发展格局，多位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来看，快递

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业务整体向头部集

中，未来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快递价格战持续

在增量市场为行业生态带来新变

化的同时，

2020

年，各大快递企业单票

价格持续下滑，价格战依旧如火如荼。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个月，中国

快递总数达到

643.8

亿件， 同比增长

29.6%

，增幅超去年全年。 不过，快递

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转化为收入增

长。今年前

10

个月中国快递业的总收

入同比增长

16.5%

， 达到

6909.8

亿

元，但仍然低于去年全年。

2019

年

5

月， 针对电商客户，顺

丰控股推出了性价比较高 “特惠专

配”。 今年“双十一”前夕，顺丰又推出

了加盟制快递网络丰网。 在顺丰控股

推出“特惠专配”之后，依赖电商业务

的通达系也开始降低了快递单价，由

此拉开了本轮价格战的序幕， 以价取

量已成为行业共识。

近日，顺丰控股、申通快递、韵达

股份、 圆通速递等快递公司先后公布

了

10

月快递服务业务经营简报。

具体来看，

10

月份顺丰控股快递

单票收入

17.50

元，同比下降

14.68%

。

韵达股份单票收入

2.18

元， 同比下滑

32.72%

；申通快递单票收入

2.25

元，同

比下降

20.21%

； 圆通速递快递单票收

入

2.14

元，同比下滑

23.17%

。

与去年相比，上述快递公司

10

月

份单票收入均大幅大降， 跌幅范围在

两至三成。

老牌快递企业价格战下， 新玩家

的入局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这场战

争的激烈程度。

2020

年以来极兔快

递、京东旗下众邮快递、顺丰旗下丰网

等三家新加盟制快递网络加入。

对此， 申万研究所首席市场专

家桂浩明向记者表示， 现在快递行

业已经进入寡头垄断时期， 为进一

步抢占市场份额， 各大快递公司展

开全方位竞争，包括送优惠券等，导

致客单价下调， 这种状况在现阶段

还会延续。

不过，桂浩明认为，从综合成本角

度来看，再要大幅度降价的空间已经不

大。快递的竞争，应该转为围绕质量、服

务、便捷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客户，

同时也能保证企业有合理的利润。

针对价格战， 中通创始人赖梅松

近日表示，从趋势来看，特别是从现金

流的角度，价格战正在走向结束，行业

已经到了可承受的极限， 因为所有人

都是要盈利的，特别是加盟制的模式，

需要总部来保护加盟商， 确保最后一

公里的派件和收件正常运营。

企业聚焦“内修”

面对行业竞争加剧等诸多因素带

来的影响， 相关企业通过聚焦或调整

相关战略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我们认为长期的价格战对任何

人都没有好处， 尤其是加盟商对价格

的敏感性， 会导致某些市场的价格竞争

无法持续。 我们正在加快获取市场份额

的速度，在维持一定盈利能力的同时，保

持了合理的领先优势。”中通创始人赖梅

松近日表示。

百世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周韶

宁近日在公司公布三季报时表示，“当前

市场环境充满变数，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

价格下行压力影响了集团的整体经营状

况。 百世正积极进行战略调整和组织变

革， 将重心更加聚焦到以物流为核心的

主营业务上。 ”

快递行业以量为王， 通过价格战可

以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其中成本优

势可以说是价格战比拼的关键。

目前来看， 快递企业的主要成本有

转运成本、运输成本、包材成本与派费成

本。 其中，转运与包材是刚性成本，与快

递企业的产能和技术相关， 派费则属于

柔性成本。

德邦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收转运派”各环节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在收派环节，随着快递货量的快速增

加，前端人均收派效率稳步提升，快递业

务毛利率逐步修复；运输环节，货量不足

时线路对发无法实现， 自有车辆成本较

高， 而货量提升使得公司将部分外请车

转为自有车辆， 且通过小车换大车等举

措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转运环节主要通

过提升自动化率及产能利用率摊薄房租

等固定成本及人工成本。

“而精细化管理对快递企业的成功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邦股份根据业

务方向的调整、 客户群体的转变以及货

品属性定制了精准的应对策略和战略目

标。 ”上述相关负责人称。

圆通速递也为应对今年的业务高峰

调整了战略重心。 圆通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表示，今年公司的两大核心战略为“基

础能力建设”及“全面数字化转型”，公司

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进行发力。据介绍，

今年以来，圆通已对

36

个转运中心改扩

建，上新自动化设备。 软件层面，圆通自

主研发了一系列数字化工具， 提升工作

效率。

在韵达股份相关负责人看来，服务质

量的提升有助于快递企业进一步扩大市

场份额，目前韵达市场份额已达到

18%

。

“公司近几年对设备自动化、信息化

等持续投入，在提高操作效率、提高操作

准确率、 提升全程时效及持续降低单票

操作成本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定优势。 基

于此，公司的服务质量也稳步提升。根据

国家邮政局公布的

10

月份数据显示，主

要快递企业的申诉率排名中， 韵达仅

0.003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0.16

。 ”该负

责人向记者说。

行业加速整合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2019

年，

国内前五大快递企业的市占率为

70%

以

上，而在美国，前两大快递公司的市占率

就超过

75%

。

“过去中国快递业其实还没有分化，大

家的份额差不多， 但不可能一直这么均匀。

今年头部企业也在分化， 市场份额有增加

的，有减少的，随着市场份额的分化，综合实

力的区别，未来一定会诞生市占率

30%

的快

递公司，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和结果。 ”赖梅

松近日在三季报电话会议时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前

10

月，快递上市

公司韵达股份、圆通、申通、顺丰市场份

额 分 别 为

17.18%

、

14.94%

、

10.63%

、

9.88%

，合计达到

52.63%

。

赖梅松还表示，美国、日本的邮政快

递业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价格取决于市

场环境， 每家企业的产能跟市场释放的

体量是有关系的，随着分化的进程，价格

战会趋缓，乃至会出现价格拐点。

在企业战略分析师、 财富书坊创始

人周锡冰看来，未来，快递行业寡头一定

会出现。 他认为，未来科技水平是快递企

业的主要竞争力。 首先，通过无人物流、

无人派送等手段提高运营效率。 第二，融

合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的整套物联网系

统，提高自动化水平。 第三，通过快递企

业自己的物流火车、飞机、汽车等载具进

行自动发送，快递员将大大减少，几乎可

以做到一个小区仅有一个快递员， 或者

是多个小区只有一个。

山西证券表示， 一方面线上消费潜

力不断释放， 下沉市场持续为行业提供

增量，快递行业规模有望稳定高增长；另

一方面，是快递行业产能出清，行业加速

整合，优势企业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 目前快递企

业低价格竞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直到

形成绝对垄断的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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