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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月评(2017.08)：同城业务稳步提速，二线

快递加速转型 
■行业动态 

9 月 12 日，国家邮政局公布 8 月快递数据。 

近日，天天快递宣布推出同城配服务。 
 

■核心数据 

1) 8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32.6 亿件，同比增长 29.4%；

业务收入完成 404 亿元，同比增长 27.2%。 

2)1-8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237.9 亿件，同比增长

30.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976.9 亿元，同比增长 27%。 

3)1-8 月，快递与包裹服务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 78，较 1-7 月上升

了 0.2。 

 

■点评：  

1)量收当月同比增速提升，同城业务涨幅显著 

8 月快递业整体单量增速为 29.4%，高于 7 月增速+28.4% ,低于 1-8

月累计增速 30.2%；整体收入增速为 27.2%，高于 7 月增速+25.8%及

1-8 月累计增速 27.0%。其中，同城、异地国际及港澳台业务单量当月

同比分别为 30.83%、28.97%、27.10%，收入当月同比分别为 42.13%、

22.58%、29.33%，同城业务量收增速连续第五个月上升，涨幅显著。 

 

2)量收增速继续收窄，同城业务价格保持上行 

本月行业量收累计增速差为 3.2%，较 5-7 月的 3.6%、3.5%、3.3%继

续收缩，价格水平趋于平稳甚至略有抬升。其中，同城业务的平均价

格继续上升达 8.2 元/件，而异地业务平均价格回升至 8.41 元/件，两

项业务平均价格继续趋近，价差由 5-7 月的 0.85 元、0.73 元、0.42 元

收缩至 0.2 元，同城业务的的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3)覆盖 3 公里商圈，天天快递推出同城配业务 

据联商网报道，天天快递宣布推出同城配服务，推出送货上门、定时

达、准时达服务，覆盖 3km 商圈范围内。在刚刚过去的苏宁易购 818

发烧节，天天快递在全国 55 个城市、240 个网点与苏宁业务合作，顺

利完成三成服务配送既定目标，妥投率达 99%，在苏宁物流板块的首

次‚练兵‛可谓完美收官。而近期开通的同城配送业务以不易携带的

重大件商品等为主，可以理解为天天与苏宁线下零售多业态发展模式

进一步深化融合的具体方式，也是践行其“逐步加大快递高端业务比重，

与传统业务形成 1:2 的结构‛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在与苏宁物流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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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半年之后，天天快递转型步伐加快，从单纯的追求量产向质量至上

的‘智慧物流公司’转变，我们认为二线快递转型虽实属无奈，但对

全局而言有助于整个行业的成熟与稳定，避免价格战加剧，助力行业

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投资建议： 

伴随行业单量增速企稳，价格水平回升，三季度业务增速将继续延续，

收益于消费升级以及行业成熟度不断增强，重点推荐运营模式最为健

康，质地优良的通达系代表韵达股份，持续关注多元业务协同发展，

盈利能力具备优势的行业龙头顺丰控股。 

 

■风险提示：电商发展不及预期，快递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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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国快递行业运行情况 

2017年 8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32.6亿件，同比增长 29.4%；业务收入完成 404.0

亿元，同比增长 27.2%。1-8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237.9 亿件，同比增长

30.2%；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976.9 亿元，同比增长 27.0%。 

 

图 1：全国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全国快递业务收入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3：全国快递业务量收累计同比增速差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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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递行业分地区运行情况 

1-8 月，东、中、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分别为 81.0%、11.7%和 7.3%，业务收入比

重分别为81.0%、10.8%和8.2%。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0.1pct，

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 0.2pct；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 0.1pct，快递业务收入比

重上升 0.1pct；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0.2pct，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 0.1pct。 

 

图 4：快递业务量分地区当月同比  图 5：快递业务量分地区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6：快递收入分地区当月同比  图 7：快递收入分地区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8：快递业务量分地区占比  图 9：快递业务收入分地区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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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快递行业分业务运行情况 

1-8 月，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 55.6 亿件，同比增长 25.1%；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177.4 亿件，

同比增长 31.9%；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 4.9 亿件，同比增长 31.1%。同城、异地、国

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的 23.4%、74.5%和 2.1%；业务收入分别占全

部快递收入的 14.6%、50.9%和 10.9%。 

 

图 10：快递业务量分业务当月同比  图 11：快递业务量分业务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2：快递收入分业务当月同比  图 13：快递收入分业务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4：快递业务量分业务占比  图 15：快递业务收入分业务占比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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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递业价格水平及集中度 

 

图 16：快递行业分地区平均单价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7：快递行业分业务平均单价(同城、异地)  图 18：快递行业分业务平均单价(国际及港澳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9：快递服务品牌集中度指数（CR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 风险提示 

电商发展不及预期，快递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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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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