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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货运代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货

运代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货运代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货运代理行业的现状、中国

货运代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货运代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货运代理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货运代理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货运代理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货运代理货物运输代理，有些是中间商就是自己没有船或者飞机的 或者船公司、航空公司

，都是货代。职责是，把委托者委托的货物，通过制定的运输途径，从一地运往另一地，货

运代理是为运输公司（海、陆、空）代理收运货物、揽货，从而在完成货主与客商之间的贸

易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的公司。

     运输被定义为对物资的流通配置，包括制造商、流通商的装卸、运输、仓储、搬运等一系

列的过程，对货运的重视被提高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高度，成为货运定义的第一个转折

。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货运代理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我国货物周转量累计值达199589.11亿吨公里，比上年累计增长3.6%。         指标   2018

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7月       货物周转量当期值(亿吨

公里)   　   18620.91   17729.13   17962.96   16953.9   16290.45       货物周转量累计值(亿吨公里)  

199589.11   181380.99   162760.08   145030.96   127067.88   110114       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9.4   5.3   8.7   3.5   -3.4       货物周转量累计增长(%)   3.6   3.4   2.7   2.4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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