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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电商物流是指根据电子商务的特点对整个物流配送体系实行统一的信息管理和调度，为

电子商务企业提供服务，按照用户的订货要求，在物流基地进行理货工作，并将配好的货物

交送收货人。主要包括前端服务与后端服务的集成，前端服务包括咨询服务、网络设计/管理

、客户集成方案实施等；后端服务包括订单管理、仓储与分拣、运输与支付、退货管理、客

户服务以及数据管理与分析等。

        目前，我国电商物流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仓储、运输与配送，而是通过构建新型的物

流配送中心等模式提供供应链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新型物流配送中心使得网络对物流配送的

实施控制代替了传统的物流配送管理程序，不仅大幅缩短了物流配送，而且极大的简化了物

流配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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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电商快递行业

前景展望与投资前景报告》共十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电商快递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商快

递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商快递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商快递市

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电商快递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商快递

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商快递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电商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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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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商快递下游行业需求情况分析

三、2022-2028年电商快递下游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二章2022-2028年电商快递行业竞争形势分析

第.一节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电商快递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二、电商快递行业集中度分析

1、市场集中度分析

2、企业集中度分析



3、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电商快递行业SWOT分析

1、电商快递行业优势分析

2、电商快递行业劣势分析

3、电商快递行业机会分析

4、电商快递行业威胁分析

第二节中国电商快递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电商快递行业竞争概况

1、行业品牌竞争格局

2、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3、行业产品竞争格局

二、中国电商快递行业竞争力分析

1、我国电商快递行业竞争力剖析

2、我国电商快递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

3、国内电商快递企业竞争能力提升途径

 

第十三章重点快递企业竞争分析

第.一节顺丰控股公司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六、其他服务

七、未来发展方向

八、特殊市场进入

第二节圆通速递公司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六、其他服务

七、未来发展方向

八、特殊市场进入

第三节申通快递公司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六、其他服务

七、未来发展方向

八、特殊市场进入

第四节韵达快递公司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六、其他服务

七、未来发展方向

八、特殊市场进入

 

第十四章重点电商快递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京东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二节菜鸟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三节苏宁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四节亚马逊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五节凡客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六节一号店

一、市场定位

二、产品服务

三、干线网络

四、能力建设

五、增值服务

 

第十五章2022-2028年电商快递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2022-2028年电商快递快递规模预测

一、电商快递业务量预测

二、电商快递快递平均重量预测



三、电商快递快递数量预测

第二节2022-2028年电商快递快递业务变化预测

第三节2022-2028年电商快递企业转型方向预测

第四节2022-2028年电商快递市场规模预测

一、电商快递市场容量预测

二、电商快递行业销售收入预测

 

第十六章电商快递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电商快递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对中国电商快递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电商快递品牌的重要性

二、电商快递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电商快递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中国电商快递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电商快递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电商快递行业经营策略分析

一、电商快递市场细分策略

二、电商快递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电商快递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电商快递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9年电商快递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2-2028年电商快递行业投资战略

三、2022-2028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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