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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快递模式与仓配模式之争 

——快递业投资下半场系列报告之一 

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作为《快递业投资下半场系列报告》的开篇之作，我们试图回答“以

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快递仓配模式对传统网络快递模式的冲击到底有

多大？”这一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 

电商件占快递业务量约七成，电商平台供应链差异决定不同快递配

送模式。网络购物是我国快递业务量保持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网购产生的电商件规模占比近七成，由于电商平台背后供应链模式

的不同，出现以淘宝为代表的网络快递模式（商品以“单件”形式

通过集散、分拨发往消费者）与以京东为代表的仓配模式（采用分

布式仓储，商品从仓库发出）。 

当前电商快递以网络快递模式为主体，网络快递模式占比超 80%，

仓配模式体量小，增长较快。网络快递具备覆盖区域广，价格便宜灵

活便利等优势，适用于非标品，平均履单成本为 5-7 元，长期内仍为

电商快递主体，占比将保持在 80%以上。仓配模式具备库存管理能力

强、订单批量处理速度快、时效性高等优势，适用于标品，未来将以

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因主要服务于自营电商，而第三方市场较为分散，

履单成本高达 13-19 元等因素，难以撼动网络快递为主的电商快递格

局。 

新生代消费者崛起，个性化、多样性需求依赖网络快递。当下 18-35 

岁的中国消费者正蓄势待发，淘宝三分之一的用户为 90 后，中国网

购消费已进入第三阶段“时尚升级时期”，个性化、多样性需求有望

进一步挖掘和刺激非标品的需求，这部分庞大需求依赖网络快递模

式。 

网络快递企业加快仓配一体化建设，向仓配模式拓展。近几年互联网

零售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客户对快递、快运、仓储等服务的一体化

要求逐渐增多，集仓储和配送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将成为物流和快递

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传统快递企业上市后募资加快仓配一体化建

设，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电商快递中以阿里系为主的网络快递模式仍是主

流（日均约 5000 万单），以京东平台为代表的仓配模式尽管发展迅速，

但其体量（日均约 1000 万单）与阿里平台仍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服

务于阿里平台的“通达系”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继续推荐市占

率与服务提升显著的韵达股份，以及战略清晰、业绩有望回升的圆通

速递，长期关注顺丰控股、申通快递。 

 

风险提示：快递业务量不及预期；行业大规模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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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rend] 涨跌幅（%） 1M 3M 12M 

绝对收益 2.17% 1.40% 5.01% 

相对收益 0.09% -6.80%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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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快递行业在经历了 16 年密集上市后，行业前五大快递企业已经成功登

陆资本市场，市场对于快递行业以及上市公司认知亦从模糊转向逐步深入，随着京

东物流分拆、苏宁收购天天快递、菜鸟顺丰争端等事件不断涌现，电商快递行业的

未来发展与变革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快递板块经历了 16 年轰轰烈烈的上市潮后，

快递业投资的下半场该如何把握？我们将通过系列研究报告对市场最为关注的问

题给出我们的思考。 

作为《快递业投资下半场系列报告》的开篇之作，我们试图回答“以京东为代

表的电商快递仓配模式对传统网络快递模式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这一市场普遍关

注的问题。 

1. 电商市场寡头垄断，快递业务量主要来自电商件 

1.1. 电商竞争格局：阿里、京东寡头垄断 

综合电商格局已初步形成，阿里、京东寡头垄断。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6

年 B2C 电商按交易规模（GMV）排序，市场份额前四的分别为天猫（56.5%）、京

东（24.7%）、苏宁易购（4.3%）和唯品会（3.5%），行业集中度较高；C2C 电商以

淘宝为代表，一家独大；其余垂直类电商如“母婴”、“生鲜”、“跨境”等采取差异

化竞争策略，发展速度较快，但体量较小。 

图 1：电商分类  图 2：2016 年 B2C 电商交易规模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北证券 

 

表 1：阿里+京东 GMV 市场份额超 80% 

单位：亿元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阿里巴巴 GMV 9610 15420 22740 29500 37670 

京东 GMV 733 1255 2602 4627 6582 

市场份额合计 86% 87% 87% 88% 86%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注：阿里巴巴 2016 自然年 GMV 采用的是财年数据 

 

1.2. 电商快递占快递业务量约七成 
电商件占快递总量约七成，是快递业务量主要来源。根据我们测算，2016 年阿

里巴巴和京东分别完成了 164 亿、15.9 亿订单，阿里与京东快递业务量全行业占比

近 60%。从 GMV 体量来看，阿里巴巴通过天猫和淘宝实现 GMV 约 3.7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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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通过自营和 POP 平台实现 GMV 约 6582 亿元，阿里和京东占网购市场份额达

86%，具有市场代表性。以阿里和京东的 GMV 和订单量为参考，估算网购平均客

单价为 246 元，根据网购市场交易规模，我们测算 2016 年网购市场共产生电商件

约 210 亿件，占快递行业业务总量的 67%。 

 

表 2：阿里与京东订单量测算 

 阿里巴巴 京东 阿里+京东 

 
GMV 

（亿元） 

订单量 

（亿件） 

GMV 

（亿元） 

订单量 

（亿件） 

GMV 

（亿元） 

订单量 

（亿件） 

平均客单价

（元） 

2013 15420 50 1255 3.2 16675 53.2 313 

2014 22740 87 2602 6.9 25342 93.9 270 

2015 29500 122 4627 10.3 34127 132.3 258 

2016 37670 164 6582 15.9 44252 179.9 246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综合上文分析，电商快递的需求变化对快递需求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观

察快递供给端，除了快递企业还有其他企业提供物流服务。在电商快递领域，传统

快递企业（“通达系”为主）与电商自建物流、第三方仓配企业存在业务量竞争关

系，究竟采取哪种配送模式，归根到底，是其背后的供应链运营模式不同所导致。 

图 3：快递行业供需关系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2. 电商快递的两种配送模式：网络快递模式+仓配模式 

在传统的商业模式（“多层渠道分销”） 之下，商品是以一定“批量”的“仓

到仓”形式从厂商-分销商-零售商-消费者，实物在空间上实现逐级转移，实际上分

销商和零售商乃至消费者承担了运输、仓储和配送的角色。但是在电商模式下，分

销渠道由“多层”变为“扁平”，商品以更快速便捷的方式到达消费者，而物品的流

通形成了两种主要模式：网络快递与仓配模式。 

 

2.1. 网络快递模式与仓配模式 

网络快递模式：顾名思义是通过网络的模式，将电商包裹实现揽件-中转-干线

运输-中转-末端配送。例如，买家在淘宝进行购物时，商品通常是以“单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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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借助“快递”从企业（卖家）经过多个环节的“集散和分拨”，最终到达到分

散全国的消费者。 

仓配模式：仓配模式包含了“仓储”和“配送”两大业务环节，仓配模式通俗

来说就是将商品直接从仓库发往客户的物流模式。仓配一体化的物流企业一般能做

到商品的库存管理、订单处理、出库、配送等作业，代表企业有京东物流、品骏物

流、苏宁物流，他们主要服务于自身所属的电商平台，缩短自营订单的配送时间，

保证服务质量。还有一部分第三方仓配企业，如心怡科技和万象物流（主要业务为

天猫超市仓配，前者侧重仓储，后者侧重配送），发网、北领（主要业务是为 B2C

电商平台上的大型卖家做仓配）。 

图 4：仓配模式与网络快递模式示意图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表 3：主要电商企业的物流配送模式 

电商企业 物流配送 

淘宝 主要由顺丰、通达系等快递企业配送 

天猫 
1）天猫超市由天猫合作的仓储+落地配公司配送 

2）天猫上的第三方卖家，由商家自行选择或与消费者协商确定的物流服务商配送 

京东 
1）京东自营商品由京东配送 

2）京东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由商家自行选择或与消费者协商确定的物流服务商配送 

苏宁 
1）苏宁自营商品，由苏宁物流配送或厂家（经销商）直接配送； 

2）第三方商家商品，由商家自行选择或与消费者协商确定的物流服务商配送  

唯品会 
1）80%的订单通过自营品骏物流完成配送 

2）20%的订单通过社会快递企业完成配送 

网易严选 一般情况下采用顺丰快递，部分地区包裹可能使用 EMS 快递，暂不支持自选快递。 

数据来源：公司网站，网络资料，东北证券 

 

综合来看，C2C 电商以及 B2C 平台大部分第三方卖家主要采取网络快递模式，

B2C 电商的自营产品以及少部分第三方卖家采取仓配模式。以阿里和京东两家电商

巨头来看：淘宝基本采取网络快递模式；天猫超市、喵鲜生、京东自营基本采取仓

配模式；天猫平台卖家和京东平台第三方卖家则视自身配送需求采取网络快递或仓

配模式，目前以网络快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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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淘宝、天猫、京东的物流配送模式 

 
数据来源：东北证券 

 

2.2. 淘宝：非标品为主的 C2C 主要采用网络快递 

淘宝由阿里巴巴集团在 2003 年 5 月创立，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C2C 综合电商平

台。截止 2017 年一季度，淘宝移动端 MAU（月活跃用户）达 5.07 亿，形成了包括

C2C、团购、分销、拍卖等多种电子商务模式在内的综合性零售商圈。 

为什么淘宝卖家主要选择网络快递，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淘宝是 C2C 模式，淘宝卖家大部分为个人商户，很多卖家售卖的大部分都是非

标品，品类多，单量小，如服装、日用品等，此类产品 SKU 单品很多，销量

不具有规模性，假如采用全国分仓+落地配的模式，仓库管理与配送难度高。 

 在淘宝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众多平台卖家普遍与网络快递企业建立了合作关

系，快递公司给予固定的收货时间和协议优惠价格，此模式操作便捷，便于进

行全国性的统一发货，较为成熟。 

 

淘宝在阿里全网中的 GMV 占比降低，日均单量约 3300 万单。近年来，淘宝

GMV 增速逐渐放缓，在阿里全网中的占比降低，16 年淘宝 GMV 占比为 58.5%，

同比下降约 2.8pct。根据我们测算，16 年阿里全网订单量为 164 亿单，日均 4475

万单，淘宝日均单量约 3302 万单。 

图 6：淘宝 GMV 及增速  图 7：淘宝与天猫 GMV 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阿里年报，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阿里年报，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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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猫：标品为主的自营商超、部分规模卖家采用仓配 
天猫由原来的淘宝商城发展而来，主打“品质”购物，拥有 8.9 万品牌旗舰店，

商品涵盖服饰鞋包，美妆护肤，家电数码，母婴玩具，食品饮料等各品类。目前天

猫平台的业务有：第三方零售、自营商超天猫超市、自营生鲜喵鲜生、天猫电器城、

天猫国际等。 

 

 天猫超市：采用仓配模式 

天猫超市属阿里自营业务，售卖标品，SKU 单品较少。网上超市售卖的基本是

标品，SKU 单品很少，单品销量很高、天猫超市的 SKU 目前约有五万多，具有采

购及供应链要求高，客户时效性要求高的特点，是电商的深水区，  

天猫超市采用的是与菜鸟联盟构架起的“仓+落地配”模式。天猫超市是 B2B2C

模式，天猫超市仓库里的货物的所有权是供应商或者厂家的。天猫超市的物流模式

是将货物交由专业仓储企业进行库存管理，由其负责储存、打包、出库，然后通过

各地服务能力强的落地配企业进行城市配送，从仓储到分拣再配送需要多家不同的

公司主体和站点进行分包。 

图 8：天猫超市配送示意图 

 
数据来源：网络资料、东北证券 

 

因商超时效性要求高，SKU 单品少，天猫超市适合高效专业的仓配模式。目前，

天猫超市年增幅超 300%，2016 年三季度，天猫超市专用仓从 11 地分仓升级为 19

个大仓，11 城本地化运营升级为 31 城本地化运营。天猫超市的主要仓储企业为心

怡科技，心怡科技在全国拥有 30 多个区域分拨中心，1000 余个服务网点，配送网

络能覆盖全国318个城市；落地配企业包括万象物流等第三方配送企业，万象从2012

年开始承接天猫超市的配送，上海地区日均配送量达数万单。 

 

 天猫平台卖家：网络快递+仓配模式 

天猫平台的大部分卖家采取网络快递，少部分采取仓配模式。天猫卖家主要是

品牌类企业电商，大部分卖家还是采用网络快递的物流模式，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

卖家（例如李宁、杰克琼斯）等采取全国分仓的模式，再由区域配送公司将货物较

快地送到客户手中，目前主流的分仓模式有“子母仓”和“平行仓”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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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仓配的两种分仓模式 

 
数据来源：网络公开资料、东北证券 

部分天猫卖家选择采取仓配模式，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该类型商家规模较大，将分仓前臵，可以分担仓库管理压力、订单处理压力和

发货压力，尤其是在电商大促等高峰时段效果明显。 

 商家追求较高的时效性，通过仓配模式缩短了平均配送距离，提高配送时效，

提升客户满意度。 

 商家的货品 SKU 种类少，但单品的仓储量大，即使仓储成本较高，但以量来

分摊仓配成本。 

 

天猫超市日均单量约 60 万单，天猫日均单量约 1100 万单。根据业内专家调研

数据，天猫超市目前日均单量约 60 万单，相当于几十个线下大型超市的体量，这

部分全部为仓配模式订单。除了天猫超市的单量，我们估算天猫平台其余单量大约

为 1100 万单。 

 

2.4. 京东：自营商品、部分第三方卖家采用仓配 

京东拥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自营模式，一种是第三方模式（京东 POP平

台）。目前京东自营占整体业务比例大约 57%。京东自营业务中绝大多数是直接与

厂家签订直销合同，京东直接与厂家、供应商进行采买，进入京东仓库，并由京东

直接进行配送。第三方模式则主要采取招商入驻，第三方卖家通过京东平台售卖商

品，京东负责平台监管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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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京东自营和 POP 平台 GMV 占比 

 
数据来源：京东年报，东北证券 

 

 京东自营：全部采用仓配模式 

京东自营商品全部通过京东自建物流进行物流配送。2007 年京东获得第一笔融

资后开始自建仓配一体的物流体系，京东物流由此开始发展。京东京东的仓储配送

体系是轮轴式，自控力极强，将全中国分为 7 个大区，建立 7 个物流中心，每个大

仓有自己的服务半径，最终形成三个层级的立体物流网络布局（大区中心仓、大型

仓库、末端），因此京东能够有限实现“211”限时达、“极速达”等时效性配送服务。 

图 11：京东物流仓网体系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北证券 

 

 京东开放平台（京东 POP） ：网络模式为主 

京东 POP 平台是指京东向第三方卖家提供的销售平台，POP 平台共分为四大模

式——FBP/LBP/SOPL/SOP 。FBP 指 Fulfillment By POP，即卖家销售和配送都完全

依靠京东；LBP 指 Logistics By POP，即卖家将物流服务委托于京东，京东开具发

票给消费者 ；SOPL指 Sale On POP&Logistics By POP，与 LBP 模式类似，但由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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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发票给消费者；SOP 指 Sale On pop，卖家在京东销售商品，卖家每日将消费者

订单打包并自行或采用快递完成购物订单配送，卖家开发票给消费者。 

图 12：京东 POP的销售及物流模式 

 

数据来源：网络资料，东北证券 

 

POP 平台卖家大部分没有采用京东的物流服务，而是采用社会化网络快递服

务。京东 POP 开放平台是采用开放的商家入驻方式，POP 商家类型众多，销售品类

多，大部分卖家的商品供应链是典型的非标品供应链，因此大多数 POP 平台卖家没

有采用京东的物流服务，而是采用社会化网络快递服务。 

 

京东整体日均单量 435 万单，京东自营日均约 250 万单，京东 POP 约为 185

万单。根据京东自营和 POP 平台 GMV 占比，我们测算京东自营订单量约为 250 万

单，这部分全部为仓配订单，而京东 POP 约为 185 万单，我们估算其中 70%为网络

快递，30%为京东仓配订单。 

 

3. 网络快递模式与仓配模式对比 

3.1. 网络快递总体业务量占比超 80% 

网络快递是电商快递主体，其中网络快递占比约 84%，仓配占比约 16%。之

前我们已经测算 2016 年电商快递量约为 215 亿件，日均单量 5800 万件，淘宝日均

订单量约为 3300 万单，占电商快递比例达 57%，这部分几乎全部为网络快递。再

结合其他电商的数据分拆，我们测算网络快递模式的电商快递日均单量达 4900 万

单，在整个电商快递中占比为 84%，构成电商快递主体。 

仓配模式单量增速高于网络快递模式。通过对近三年的数据分析，我们测算

15/16 年仓配电商快递单量增速为 48%、66%，高于网络快递模式，一方面我们认为

仓配模式的业务量基数较小；另一方面，则是消费者的品质消费次数增加，在网上

商超、电商自营、品牌类商家的网购次数增加，刺激了仓配单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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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网络快递模式电商快递日均单量 

单位：万件 
网络快递 

淘宝 天猫（80%） 京东 POP（70%） 其他电商 合计 增速（%） 

2014 1903 352 35 250 2540  

2015 2541 601 48 350 3540 40% 

2016 3302 891 130 600 4923 39%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注：假设天猫平台、京东 POP 网络快递模式占比分别为 80%、70%。 

 

表 5：仓配模式电商快递日均单量 

单位：万件 

 仓配 

天猫超市 
天猫

（20%） 
京东自营 

京东 POP

（30%） 

唯品会 

（80%） 
其他电商 合计 增速（%） 

2014 40 88 116 15 26 100 385  

2015 50 150 158 21 42 150 571 48% 

2016 60 223 250 56 59 300 948 66%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注：假设天猫平台、京东 POP、唯品会仓配模式占比分别为 20%、30%、80%。 

 

3.2. 网络快递物流体系更健全 

网络快递模式拥有的是网络体系，而仓配模式拥有的是仓网体系，相比而言，

网络快递的体系更健全，覆盖范围更广。网络快递企业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网络体系，

建立了转运中心、加盟商、终端网点的配送的物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县级城市基

本覆盖，而仓配网络以仓为节点，以落地配企业构建运输通道，规模和网络密度目

前还不高。 

表 6：主要快递企业的网络体系 

 
转运中心 

（个） 

一级加盟商 

（个） 

终端网点数

（个） 

县级以上城市

覆盖率（%） 

运输车辆（辆） 

圆通 82+ 2593 37713 96.1% 36000 

申通 82 1600 20000+ - 15470 

韵达 

55+ 3000 20000+ 
近 95% 

28400 

中通 75 3600 26000 96.0% 4200 

顺丰 - - 13000 - 16000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声明及说明                                                                 13 / 19 

[Table_PageTop] 行业深度报告 
 

 

 

表 7：仓配企业的仓网体系 

 
仓储面积 

（万平方米） 

网点数 

（个） 
仓网体系 

京东物流 560 6,780 全国范围内拥有 7 个“亚洲一号”大物流中心，在 254 个大

型仓库、6780 个配送站，覆盖 2658 个区县。 

苏宁物流 583 17,000(包括

天天快递) 

8 大全国物流中心，47 个区域物流中心，20 个平行仓在内

的仓储网络，面积达 600 万平方米，自动化程度高达 60%。 

品骏物流 200 2,500 超 200 万平米的自建仓储，自建网点 2500 余个。  

心怡科技 110 1,000 9 个运营中心，32 个转运中心，覆盖 318 个城市 

北领 70 100 10 余个集中式订单履约中心和近百个分布式二级订单分发

中心 

发网 60 150 以 6 大一级仓储运营中心为主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3.3. 非标品适用网络快递、标品适用仓配 

 

仓配模式适用于自营电商、货品为标品、单品销量高、客户时效性要求高的情

况。目前仓配模式主要应用于天猫超市、京东自营、唯品会，这些都是电商自营的

典型。适用的产品普遍是标品，SKU 单品很少，单品销量很高的商品，例如家电、

3C、爆款商品。由于销量很高，高流转，相对库存成本很低，仓库运营复杂度不高。

通常适合分仓管理，靠近客户，就近配送给客户，客户响应度很高。 

 

网络快递适用于开放式第三方电商平台、货品为非标品、单品销量低、客户时

效要求相对不高的情况。非标品 SKU 很多，单品销量较低的商品，例如服装、食

品、日用品等等。由于销量低，品类多，相对库存成本很高，仓库复杂度高。难以

进行分仓管理，适合单仓发全国，由全国性网络快递公司统一递送。 

 

3.4. 网络快递履单成本大幅低于仓配 
网络快递的成本大幅低于仓配成本，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网络快递企业具备全

网络的规模效应，同时仓配的成本中包含了很大一部分的仓储固定成本，因此在成

本上，网络快递模式具备明显优势。 

 

网络快递的平均履单成本在 5-7 元之间。网络快递主要由异地件和同城件构成，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异地件和同城件业务收入和业务量，可以测算网络快递的平

均收入，假设网络快递的毛利率为 30%，可以推算网络快递的平均履单成本，根据

我们测算，网络快递的平均履单成本在 5-7 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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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网络快递平均履单成本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东北证券 

 

仓配的履单成本在 13-19 元之间。2016 年，京东的履单费用为 209 亿，非虚拟

订单量为 15.9 亿单，平均每单的履单成本约为 13.15 元。因为总订单量中包含了部

分采用快递发货的第三方卖家的订单，因此京东的实际自营订单的每单仓配成本在

13 元以上。同样的，唯品会的物流配送主要采用仓配模式，2016 年唯品会的单件

履单成本为 18.2 元。 

图 14：京东单件履单成本（元）  图 15：唯品会单件履单成本（元）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东北证券 

 

3.5. 仓配时效与服务质量较高 

 

仓配因配送距离短，因此时效优于网络快递。仓配通过全国网络化分仓，缩短

配送距离，大幅提高配送时效，尤其可以解决双十一、双十二、等订单洪峰订单压

力。例如，天猫超市当日达”和“次日达”的妥投率一直保持在 98%－99%。京东

提供“211”限时达服务：上午 11 点前下单，晚 11 点前送达；晚 11 点前下单，次

日上午 11 点前送达。 而网络快递企业的时效一般在 7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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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配企业主要由电商自营物流和专业第三方仓配企业构成，服务质量优于网络

快递。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在电商物流服务质量排名前三位的

依次是京东、唯品会、天猫，即自有物流的京东的配送服务质量最好，同样发力自

营物流的唯品会紧随其后，天猫位于第三。可见，自营仓配对提升物流配送质量和

快递员素质方面占有优势。从国家邮政局公布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数据也能印证这

一事实，自营仓配的京东物流申诉率较顺丰、通达系网络快递企业低。 

图 16：京东物流申诉率较低  图 17：电商物流服务质量最优认可度 

 

 

 

数据来源：国家邮政局，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东北证券 

 

4. 电商快递发展趋势判断 

4.1. 网络快递为主体，仓配模式增长较快 

 

网络快递具备覆盖区域广，价格便宜灵活便利等优势，长期内仍为电商快递主

体，占比将保持在 80%以上。目前以顺丰和通达系为代表的网络快递企业建立了密

布全国的快递网络，形成了与电商共生的生态关系，仅淘宝产生的网络快递订单就

占电商快递的 56%，因此网络快递长期内仍具备增长的内生增长动力，保持电商快

递主体地位。 

 

仓配模式具备库存管理能力强、订单批量处理速度快、时效性高等优势，未来

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难以撼动网络快递为主的电商快递格局。仓配的增量主要

来自两方面：1）综合 B2C 平台上的大型品牌商家。B2C 平台大型品牌卖家会因日

益增长的销量和管理要求而选择仓配。 2）同城 O2O 的快速兴起。根据罗兰贝格预

测，2015 年我国同城 O2O 市场规模为 3560 亿元，到 2020 年，将达到 10503 亿元，

年均增速达 24%。目前，国内同城 O2O 以外卖餐饮为主，同时，商超、鲜花、蛋

糕等品类的配送量正在快速增长，而同城的配送模式主要采取仓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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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B2C 占比（GMV 口径）呈上升趋势  图 19：  同城互联网即时配送市场订单量规模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易观智库，东北证券 

 

4.2. 新生代消费者崛起，多样性需求依赖网络快递 

新生代消费者崛起，网购朝多样性、个性化的消费模式升级。当下 18-35 岁的

中国消费者正蓄势待发，有望取代出生于上世纪 50、60、70 年代的消费者成为中

国消费市场的主导力量。根据波士顿咨询预测，新生代消费占比将从现在的 45%激

增至 2020 年的 53%，年轻一代中国消费者比上一代的消费能力更强，网络购物热

情更高，网络消费经验更多，消费力将达到上一代消费力增速的两倍。 

 

目前淘宝 80%的用户都是 35 岁以下，其中 24 岁以下的 90 后用户比例高达三

分之一，根据淘宝基于阿里大数据发布的《2017 年网络时尚消费趋势报告》，中国

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局性的消费升级革命，新生代中产消费者正在崛起，消费者经

历满足日常需求的朴素消费时期，泛化消费的时尚启蒙时期，日前正在朝着第三阶

段的时尚升级时期迈进。 

图 20：中国网购消费者规模保持稳定增长  图 21：  2016 年中国网购用户年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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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中国网购消费已进入第三阶段“时尚升级时期” 

 

数据来源：淘宝《2017 年网络时尚消费趋势报告》，东北证券 

 

消费结构决定多样性、个性化的需求将被激发，这部分需求依赖网络快递的支

撑。根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对 2016 年消费者网络消费的研究数据，中国网购消费

需求重点偏好“服装配饰、家居用品、个护美妆”等，这些消费品类以多样性和个

性化为主，未来个性化需求仍有较大的挖掘空间，个性化需求决定了商品的非标品

属性，需要网络快递的支撑。 

图 23：2016 年中国网购消费需求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东北证券 

 

4.3. 网络快递企业向仓配渗透 

 

在最近几年物流和快递行业的发展中，互联网零售和高端制造业等领域的客户

对快递、快运、仓储等服务的一体化要求逐渐增多，集仓储和配送于一体的综合型

服务将成为物流和快递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 

 

快递巨头上市后发力仓配，提升仓储能力，加快建设仓配一体化转运中心。以

韵达为例，韵达在 17 年 4 月公布的定增方案中提出重点建设 7 处转运中心（集快

递、快运和仓配一体化多种功能），为后续布局云仓、商业等新业务打下基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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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企业通过将转运中心的分拣区域和仓储结构针对快件特性、仓储需求以及运送时

效进行区分改造，可以有效的利用原有的转运中心空间。快递企业有望在仓配市场

扩大市场份额，即使部分电商快递转向仓配模式，网络快递企业同样能承担仓配服

务，守住客户源。 

 

表 8：快递企业的仓配布局 

 仓配布局具体内容 

顺丰 进行中转场建设项目 

申通 

在上海、西安、长春、温州、武汉、义乌等业务核心区域新设转

运中心或物流中转平台，并配套设立仓储基地，为电商类客户提

供仓库租赁、运营、配送等仓配一体化服务。 

韵达 重点建设 7 处转运中心（集快递、快运和仓配一体化多种功能） 

中通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和设备购臵 

圆通 
在原有转运中心基础上，改造融入快运、仓储等功能，建设多功

能转运及仓储一体化。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北证券 

 

仓配企业以电商自建物流为主，以服务自身电商平台为根本，向网络快递拓展

市场空间有限，其余第三方仓配企业市场较为分散。目前仓配物流企业规模较大的

是京东物流、唯品会自营的品骏物流、天猫超市合作伙伴心怡科技等，这部分仓配

企业依托自身电商平台，迅速做大规模，虽然京东与唯品会均已将物流板块独立，

向社会开放，但是由于传统快递企业深耕多年，网络快递市场相对集中，因此后进

入者的市场空间有限。第三方落地配市场行业门槛相对不高，已经初步形成社会化

外包格局，小规模的仓储企业进入门槛不高，但规模增大后复杂度增加，目前市场

格局较为分散。 

 

5.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电商快递中以阿里系为主的网络快递模式仍是主流（日均约 5000 万

单），以京东平台为代表的仓配模式尽管发展迅速，但其体量（日均约 1000 万单）

与阿里平台仍存在巨大差距，未来随着新生代消费者崛起，多样性需求的爆发将更

依赖于网络快递，主要服务于阿里平台的“通达系”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我们继

续推荐成本改善显著与服务提升明显的韵达股份，以及战略清晰、业绩有望回升的

圆通速递，长期关注顺丰控股、申通快递。 

 

6. 风险提示 

快递业务量不及预期；行业大规模价格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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