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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快递数据点评：量增速平稳，单价承压或因电商

件占比提升 
■事件：国家邮政局公布 2018 年 11 月快递行业运行情况，11 月份，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58.6 亿件，同比增长 24.4%；业务收入完成

648.3 亿元，同比增长 14.6%；1-11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

完成 452.9 亿件，同比增长 26.3%；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5428.8 亿元，同

比增长 22.3%。 

点评： 

■量：双十一业务量增长保持平稳，全年或突破 500 亿件。11 月份快递

业务量 58.6 亿件，增速 24.4%，增速环比 10 月下降 0.8pts，总体保持平

稳。“双十一”业务高峰期（11.11-11.16），全国邮政及快递企业共处理

业务 18.82 亿件，同比增长 25.8%。本期双十一旺季业务量增速与平时

月份增速基本持平，表明电商快递节的渗透几乎成熟；对于 12 月份，

考虑到双十二叠加双旦节日，当月业务量有望保持在 50 亿件以上，同

比增速与本月接近，全年业务量或突破 500 亿件。 

■价：旺季电商件占比显著提升，行业单价下降明显：11 月份快递行

业整体单价水平为 11.06 元，同比-7.76%，环比-2.87%。分专业看，11

月份同城、异地、国际件平均单价分别同比-6.5%、-5.4%、-23%。本期

快递业务单价出现大幅度下降，尤其异地与国际业务降幅扩大明显；

主要或与 11 月业务量中电商件占比大幅提升，同时今年电商件市场价

格战激烈导致同类产品同比价格也有下降，另外或与拼多多等平台占

比提升相关。 

■竞争格局：龙头企业持续提升。1-11 月份，快递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 81.3，与前 10 个月基本持平，同比提升 2.6p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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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龙头快

递公司经营数据，其每月业务量增速均超行业增速，自年中开始 CR8

环比出现小幅下滑，或说明前 8 家快递企业中排名末位的公司或在激

烈的竞争环境中开始丢失市场份额，行业份额向数量更少、规模更大

的龙头企业集中。 

■投资建议：快递旺季业务量同比与平常月份持平，说明双十一形态基

本走向成熟；本期快递单价出现大幅度下滑，主要或由于叠加电商件

占比提升与本年度价格战激烈两大因素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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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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10 月快递数据点评： 临近快递旺

季，业务量增速略有回升 2018-11-13 

9 月快递数据点评：量增速略有放缓，

关注旺季提价启动 2018-10-16 

8 月快递数据点评：市场份额向龙头企

业集中，年内旺季即将开启 2018-09-12 

龙头快递公司市占率持续提升，现金流

将成为核心竞争要素 2018-09-04 

7 月快递数据点评：业务量增速环比回

升，异地业务单价降幅收窄 2018-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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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量：双十一业务量增长保持平稳，全年或突破 500 亿件 

11 月份快递业务量 58.6 亿件，增速 24.4%，增速环比 10 月下降 0.8pts，总体保持平稳。

本期双十一天猫当天成交额达到 2135 亿元，同比增长 26.9%；双十一业务高峰期

（11.11-11.16），全国邮政及快递企业共处理业务 18.82 亿件，同比增长 25.8%。从实物网

购规模增速看，2018 年 1-10 月的累计增速为 26.7%，作为快递行业核心驱动力的网购规模

增速自年初以来环比呈下降趋势，但依旧保持较高增速。本年度双十一旺季业务量增速与平

时月份增速基本持平，表明电商快递节的渗透几乎成熟；对于 12 月份，双十二叠加双旦节

日或趋势当月业务量依旧保持在 50 亿件以上，同比增速与本月趋平，全年业务量或突破 500

亿件。 

 

图 1：全国快递业务量及同比增速   图 2：实物网购规模累计值与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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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区域看，东、中、西部业务量分别为 46.82 亿、7.15 亿、4.63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 22.45%、

30.72%、34.50%，增速环比 10 月变化+1.39/-18.28/-0.93pts，市场份额分别同比-1.2pct、

+0.6pct、+0.6pct，中西部地区业务量市场份额继续呈上升趋势；西部区域 11 月份同比增长

速度较去年同期上升约 5.7 个百分点，或与拼多多平台放量相关，前三季度拼多多平台产生

的订单量占快递总业务量的 18.7%，较去年全年 10.7%的占比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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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专业看，11 月份同城、异地、国际件分别完 12.8 亿、44.6 亿、1.2 亿，同比增速分别为

20.2%、25.6%、25.4%，市场份额分别同比-0.5pts、0.4pts、0.1pts。各专业份额本期较去

年同期较平稳，电商节促使异地快递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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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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电商件占比显著提升，行业单价下降明显 

11 月份快递行业整体单价水平为 11.06 元，同比-7.76%，环比-2.87%。分专业看，11 月份

同城、异地、国际件平均单价分别同比-6.5%、-5.4%、-23%。本期快递业务单价出现大幅

度下降，尤其异地与国际业务，主要或与电商节促使 11 月业务量中电商件占比大幅提升相

关，拼多多平台放量也贡献电商件增长；同时今年电商件市场价格战激烈导致同比价格也有

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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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通达系同质化竞争激烈，我们认为行业单价向上拐点短期

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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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快递单价走势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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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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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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市占率持续提升 

1-11 月份，快递品牌集中度指数 CR8 为 81.3，与前 10 个月基本持平，同比提升 2.6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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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龙头快递公司经营数据，其每月业务量增速均超行业增速，自年中开始 CR8

环比出现小幅下滑，或说明前 8 家快递企业中排名末位的公司或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开始丢

失市场份额，行业份额向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龙头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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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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编： 100034 

 

Tabl e_Sal es 

 销售联系人  
上海联系人 朱贤 021-35082852 zhuxian@essence.com.cn 

 孟硕丰 021-35082788 mengsf@essence.com.cn 

 李栋 021-35082821 lidong1@essence.com.cn 

 侯海霞 021-35082870 houhx@essence.com.cn 

 林立 021-68766209 linli1@essence.com.cn 

 潘艳 021-35082957 panyan@essence.com.cn 

 刘恭懿 021-35082961 liugy@essence.com.cn 

 孟昊琳 021-35082963 menghl@essence.com.cn 

北京联系人 温鹏 010-83321350 wenpeng@essence.com.cn 

 田星汉 010-83321362 tianxh@essence.com.cn 

 姜东亚 010-83321351 jiangdy@essence.com.cn 

 张莹 010-83321366 zhangying1@essence.com.cn 

 李倩 010-83321355 liqian1@essence.com.cn 

 姜雪 010-59113596 jiangxue1@essence.com.cn 

 王帅 010-83321351 wangshuai1@essence.com.cn 

深圳联系人 胡珍 0755-82558073 huzhen@essence.com.cn 

 范洪群 0755-82558044 fanhq@essence.com.cn 

 杨晔 0755-82558046 yangye@essence.com.cn 

 巢莫雯 0755-82558183 chaomw@essence.com.cn 

 王红彦 0755-82558361 wanghy8@essence.com.cn 

 黎欢 0755-82558045 lihuan@essenc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