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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快递数据点评： 

量增速略有回落，单价同比转正，CR8 创新高 
■事件：国家邮政局公布 2018 年 4 月快递行业运行情况，4 月份，全国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37.5 亿件，同比增长 25.8%；业务收入完成

467.2 亿元，同比增长 26.5%；1-4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

成 136.7 亿件，同比增长 29.3%；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1738.6 亿元，同比

增长 28.4%。 

 

点评： 

■量：业务量增速环比略有回落，中部增速保持高增长。4 月份快递业

务量 37.5 亿件，增速 25.8%，增速环比 3 月和 18Q1 下降 4.1/4.9pts，分

区域看，东/中/西部业务量增速分别为 24.2%/31.5%/36.8%，增速环比

18Q1 分别-5.8/+0.8/-0.9pts，4 月增速的回落主要由东部快递业务量增

速放缓导致，而中部件量增速环比回升我们认为可能与拼多多的崛起

有关（其主要消费群体集中在中西部三四线城市）。 

 

■价：单价同比转正。4 月份快递行业整体单价水平为 12.46 元，同比

+0.61%，环比+1.32%，主要由于同城（+10.73%）与异地单价（+0.17%）

的提升带动整体单价的回升。我们预计，未来随着行业集中度的进一

步提高以及人工、租金等刚性成本的上升，未来快递单价的下行空间

有限。 

 

■竞争格局：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创近年新高。4 月份，快递品牌集

中度指数 CR8 为 81.1，环比+0.4pts，同比+3.7pts。行业集中度的提升

表明二三线快递企业份额正逐步转向一线龙头快递企业，利好快递龙

头企业，而一线快递企业中由于各家在成本管控与服务质量的差异，

龙头快递企业将进一步出现分化。 

 

■投资建议：尽管快递行业增速进入换挡期，但受益于网购的持续高速

增长，我们预计未来五年快递行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18 年重点关注

需求端的变化，如拼多多的崛起一方面带来新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

有利于减少通达快递公司对于淘系的过度依赖；标的上我们重点推荐

韵达股份，长期看好顺丰控股，关注圆通速递与申通快递。  

 

■风险提示：快递业务量增长不及预期；行业大规模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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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业务量增速环比略有回落，中部增速保持高增长 

4 月份快递业务量 37.5 亿件，增速 25.8%，增速环比 3 月和 18Q1 下降 4.1/4.9pts，分区域

看，东、中、西部业务量分别为 30.22 亿、4.57 亿、2.77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 24.22%、31.47%、

36.78%，增速环比 18Q1 分别-5.8/+0.8/-0.9pts，市场份额分别同比-0.6pct、+0.1pct、+0.5pct， 

4 月行业量增速的回落主要由东部快递业务量增速放缓导致，而中部件量增速环比回升我们

认为可能与拼多多的崛起有关（其主要消费群体在中西部三四线城市）。 

 

图 1：全国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图 2：拼多多用户群体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极光大数据，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分专业看，异地件与国际件仍保持较高增速，同城件增速低于行业。4 月份同城、异地、国

际件分别完成 7.92 亿、28.83 亿、0.80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 18.99%、27.86%、29.46%，

市场份额分别同比-0.4pct、不变、+0.4pct。国际件增速在跨境电商快速增长下远超行业增速，

获得市场份额的提升。 

 

图 3：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图 4：中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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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西部地区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图 6：同城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7：异地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图 8：国际快递业务量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 价：4 月单价同比转正 

4 月份快递行业整体单价水平为 12.46 元，同比+0.61%，环比+1.32%。分专业看，4 月份

同城、异地、国际件平均单价分别同比+10.73%、+0.17%、-6.04%，同城与异地单价的提

升带动整体单价的回升。我们预计，随着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工、租金等刚性成

本的上升，未来快递单价的下行空间有限。 

 

图 9：快递单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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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东部地区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图 11：中部地区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2：西部地区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图 13：同城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4：异地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图 15：国际快递平均单价及同比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Wind，国家邮政局，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 竞争格局：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创近年新高 

4 月份，快递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 81.1，环比+0.4pts，同比大幅提升 3.7pts。行业集中

度的提升表明二三线快递企业份额正逐步转向一线龙头快递企业，利好快递龙头企业，而一

线快递企业中由于各家在成本管控与服务质量方面的差异，龙头快递企业将进一步出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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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快递行业品牌集中度指数（CR8）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 风险提示 

快递业务量增长不及预期；行业大规模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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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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