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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快递服务是指快递收寄、运输、投递单运封装的、有地址的快件，即快递服务企业依法

收寄并封装好的信件和包裹的统称。在向收寄人承诺的时限内将快件或其他不需要储存的物

品送到指定地点，递交给收件人，并获得签收的服务形式。

        快递行业是交运子板块中成长性最优的行业，其弱周期性体现在单量增速与经济周期关

联度较低。快递业务主要分为电商件与商务件。商务件与&ldquo;商业及公务需求&rdquo;挂钩

，更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而占快递业务总量近80%的电商件与网购需求挂钩，消费属性较

强且具备一定的逆周期性，经济下行对网购需求冲击较小。

        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过去快递行业经历了增速下台阶的过程，但目前仍可高位维持

。2019年快递营业收入为6038亿元，同比增速为21.80%，较17年下降2.9个百分点，业务总量

为507.1亿票，增速为26.6%，较17年增速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到了2019年7月份，全国快递服

务企业业务量完成52.5亿件，同比增长28.6%;业务收入完成608.4亿元，同比增长26.3%。2019

年1-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30.1亿件，同比增长26.2%;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4005.1亿元，同比增长24.1%。其中，同城业务量累计完成59.9亿件，同比下降0.3%;异地业

务量累计完成262.7亿件，同比增长34.4%;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7.5亿件，同比增

长22.9%。

        未来行业整合是大趋势，快递业有望出现类似美国、日本的寡头垄断格局。2015-2019年

前7月中国快递企业业务量及业务收入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快递服务

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快递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

、快递服务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快递服务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快

递服务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快递服务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

快递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快递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

快递服务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

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

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

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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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跨国快递服务所属行业巨头市场营运状况浅析

第.一节联邦快递服务(FedEx)

一、公司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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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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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PS的投资策略

五、UPS给中国物流企业的启示

第四节TNT--天地快运

一、TNT在中国的发展



二、TNT在中国运用直复营销策略

三、TNT在中国的投资策略

四、TNT快递服务和物流发展的启示及建议

 

第三章我国快递服务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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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快运快递服务渠道不畅

四、条块分割严重而且企业规模偏小

五、服务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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