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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快递企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快递企

业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快递企业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快递企业行业的现状、中国快递

企业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快递企业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快递企业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快递企业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快递企业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快递企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2019

年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值达7497.8亿元，期末产量比上年累计增长24.2%。

                                         指标   2019年12月   2019年11月   2019年10月   2019年9月   2019年8月   2019年7

月     快递业务收入当期值(亿元)   772.2   796.7   658   649.2   616.8   608.4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值(

亿元)   7497.8   6725.7   5929   5271   4621.8   4005.1     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26.7   22.9   23.2  

22.2   26.2   26.3  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增长(%)24.223.92424.124.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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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快递业发展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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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务量与收入增长率对比分析

 （2）业务量与收入结构对比分析

 1.2.5 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地位分析

 （1）快递行业占邮政业收入比重分析

 （2）快递行业占邮政业经营规模比重分析

 1.3 国际快递业发展情况分析

 1.3.1 国际快递市场总体竞争状况

 1.3.2 国际快递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1）以先进技术为保障，实施服务领先战略

 （2）强强联合，建立战略联盟

 （3）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进入全球物流市场

 1.3.3 国际快递巨头在华竞争策略

 （1）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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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情况

 1.4.5 全国重点企业物流统计调查情况

 1.5 中国快递业宏观环境分析



 1.5.1 快递业政策环境分析

 （1）快递业管理体制

 （2）快递行业相关政策法规汇总

 （3）快递业相关政策

 （4）快递业发展规划

 1.5.2 快递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

 （3）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1.5.3 快递业社会环境分析

 （1）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分析

 （2）快递与电子商务协调发展

 1.5.4 快递业技术环境分析

 （1）RFID技术在快递行业的应用

 （2）J2EE技术对快递行业的作用

 （3）其他IT技术对快递行业的应用

  

 第二章 中国快递企业细分市场竞争分析

 2.1 快递业务竞争层次分析

 2.2 高端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2.2.1 高端快递市场价格竞争分析

 2.2.2 高端快递市场服务竞争分析

 2.2.3 高端快递市场主要竞争对手

 2.2.4 高端快递市场市场份额分析

 2.2.5高端快递市场竞争策略与建议

 2.3 中高端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2.3.1 中高端快递市场价格竞争分析

 2.3.2 中高端快递市场服务竞争分析

 2.3.3 中高端快递市场主要竞争对手

 2.3.4 中高端快递市场市场份额分析

 2.3.5中高端快递市场竞争策略与建议

 2.4 普通快递件市场竞争分析



 2.4.1 普通快递件市场价格竞争分析

 2.4.2 普通快递件市场服务竞争分析

 2.4.3 普通快递件市场主要竞争对手

 2.4.4 普通快递件市场市场份额分析

 2.4.5 普通快递件市场竞争策略与建议

  

 第三章 中国快递企业网购市场竞争分析

 3.1 中国网络购物市场调研

 3.1.1 网络购物市场发展概况

 （1）网购用户规模及渗透率

 （2）网购市场规模及预测

 （3）网购行业细分商品分析

 （4）网购消费动机和消费水平

 3.1.2 网购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1）网络购物市场竞争业态

 （2）购物网站市场结构分析

 （3）购物网站市场份额分析

 （4）购物网站用户渗透率

 （5）购物网站用户转化率

 3.1.3 中国网购用户情况分析

 （1）城市网购环境分析

 （2）网购下单网站分析

 3.1.4 中国网络商店分布分析

 （1）网络商店规模趋势分析

 （2）网络商店区域布局分析

 3.1.5 2019年网商发展指数分析

 （1）2019年网商综合指数排名

 （2）2019年网商发展规模排名

 （3）2019年网商分布密度排名

 （4）2019年网商经营水平排名

 （5）2019年网商生态指数排名

 （6）2019年网商增长趋势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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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流配送费用高

 （2）异地物流配送时间长

 （3）物流客户服务单一

 （4）物流配送方面的人才短缺

 3.2.4 快递企业进军网购市场相关建议

 （1）网络购物本地配送措施

 （2）网络购物异地配送措施

 3.3 快递企业网购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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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电子商务企业物流配送策略分析

 （1）自建物流与外包物流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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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电子商务企业外包物流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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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全球快递市场集中度分析

 4.1.2 中国快递区域市场集中度分析

 （1）快递业收入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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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外/合资快递企业网络布局

 （2）外/合资快递企业服务分析

 4.2.6 长三角区域内快递企业竞争分析

 （1）区域内主要快递企业分析

 （2）区域内快递企业网络布局

 （3）区域内快递企业服务分析

 4.3 珠三角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4.3.1 珠三角地区快递业发展基础

 （1）珠三角经济基础分析

 （2）珠三角物流基础分析

 4.3.2 珠三角快递业市场规模

 4.3.3 本土品牌快递珠三角竞争状况



 （1）顺丰珠三角网络布局

 （2）顺丰珠三角服务分析

 4.3.4 外地品牌快递珠三角竞争分析

 （1）外地品牌快递企业网络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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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区域内主要快递企业分析

 （2）区域内快递企业网络布局

 （3）区域内快递企业服务分析

 4.4 京津冀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4.4.1 京津冀地区快递业发展基础

 （1）京津冀经济基础分析

 （2）京津冀物流基础分析

 4.4.2 京津冀快递业市场规模

 4.4.3 本土品牌快递京津冀竞争状况

 （1）本土品牌企业网络布局

 （2）本土品牌企业服务分析

 4.4.4 外地品牌快递京津冀市场格局

 （1）网络布局

 （2）服务分析

 4.4.5 外/合资快递企业京津冀市场格局

 4.4.6 京津冀区域内快递企业市场格局

 （1）区域内主要快递企业分析

 （2）区域内快递企业网络布局

 （3）区域内快递企业服务分析

 4.5 长株潭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4.5.1 长株潭地区快递业发展基础

 （1）长株潭经济基础分析



 （2）长株潭物流基础分析

 4.5.2 长株潭快递业市场规模

 4.5.3 本土品牌快递长株潭竞争状况

 4.5.4 外地品牌快递长株潭竞争分析

 4.5.5 外/合资快递企业长株潭市场格局

 4.6 东三省快递市场竞争分析

 4.6.1 东三省地区快递业发展基础

 （1）东三省经济基础分析

 （2）东三省物流基础分析

 4.6.2 东三省快递业市场规模

 4.6.3 本土品牌快递东三省竞争状况

 4.6.4 外地品牌快递东三省网络布局

 4.6.5 外/合资快递企业东三省市场格局

  

 第五章 中国快递企业间竞争分析

 5.1 中国快递企业总体竞争情况

 5.1.1 快递业总体竞争情况

 （1）国际快递企业的竞争

 （2）国内快递企业的竞争

 5.1.2 外资快递品牌国内竞争分析

 （1）外资快递市场占有率

 （2）外资快递品牌的筹码

 （3）外资品牌的中国并购

 （4）外资品牌申请国内牌照

 5.1.3 民营快递品牌竞争分析

 （1）民营快递市场占有率

 （2）顺丰速递的扩张分析

 （3）&ldquo;四通一达&rdquo;竞争情况

 （4）中小民营快递竞争情况

 5.1.4 国有快递的先天竞争优势

 （1）国有快递市场占有率

 （2）邮政速递的竞争优势



 （3）民航快递的竞争优势

 （4）中铁快运的竞争优势

 5.1.5 快递企业竞争地位划分依据

 5.2 第一阵营快递企业竞争分析

 5.2.1 第一阵营企业经营分析

 （1）快递日处理量

 （2）企业经营收入

 （3）客户投诉情况

 5.2.2 第一阵营企业排名情况

 （1）业务量排名

 （2）网点规模排名

 （3）从业人员排名

 5.2.3 第一阵营企业特色业务分析

 5.3 第二阵营快递企业竞争分析

 5.3.1 第二阵营企业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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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经营收入

 （3）客户投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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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第三阵营快递企业排名情况

 （1）网点规模排名

 （2）从业人员排名

 5.4.3 第三阵营快递企业特色业务分析

  

 第六章 中国领先快递企业竞争力分析

 6.1 国际快递巨头在华经营情况

 6.1.1 DHL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1）DHL在华业务结构分析

 （2）DHL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3）DHL在华经营策略分析

 6.1.2 FedEx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1）FedEx在华业务结构分析

 （2）FedEx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3）FedEx在华经营策略分析

 （4）FedEx对中国快递行业的启示

 6.1.3 UPS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1）UPS在华业务结构分析

 （2）UPS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3）UPS在华经营策略分析

 6.1.4 TNT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1）TNT在华业务结构分析

 （2）TNT在华经营情况分析

 （3）TNT在华经营策略分析

 6.2 中国快递行业领先企业分析

 6.2.1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3）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2.2 民航快递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经营网络分析

 6.2.3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经营网络分析



 6.2.4 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经营网络分析

 6.2.5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服务内容分析

 （3）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4）企业经营网络分析

  

 第七章 中国快递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7.1 快递企业并购整合背景分析

 7.1.1 快递企业并购整合的政策机遇

 （1）新《邮政法》解读

 （2）《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3）《快递业务员国家职业标准》

 （4）《关于快递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

 7.1.2 快递企业并购整合的行业动力

 （1）行业规模经济特征使然

 （2）行业乱象环生，重组势在必行

 （3）行业同质化竞争导致价格战

 （4）民营企业的&ldquo;融资难&rdquo;困惑

 （5）外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的途径

 7.1.3 全球快递企业并购整合动向分析

 7.2 快递企业并购整合现状分析

 7.2.1 快递企业横向并购整合模式

 （1）横向并购整合的定义

 （2）横向并购整合案例分析

 （3）横向并购整合的问题

 7.2.2 快递企业纵向并购整合模式

 （1）纵向并购整合的定义



 （2）纵向并购整合案例分析

 （3）纵向并购整合的问题

 7.2.3 快递企业多元化并购整合模式

 （1）多元化并购整合的定义

 （2）多元化并购整合案例分析

 （3）多元化并购整合的问题

 7.3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并购重组分析

 7.3.1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发展现状分析

 （1）业务面临更复杂的竞争

 （2）民营企业亟待解决的发展瓶颈

 7.3.2 民营快递企业并购重组可行性分析

 （1）民营快递企业突破发展瓶颈的有效途径

 （2）民营快递企业并购重组的驱动力

 7.3.3 民营快递企业并购重组的具体实施

 （1）民营快递的三类并购对象

 （2）民营快递并购重组的障碍

 7.4 快递企业并购整合趋势分析

 7.4.1 横向并购整合趋势分析

 7.4.2 纵向并购整合趋势分析

 7.4.3 资本市场并购整合分析

 7.4.4 并购整合业务因素分析

  

 第八章 中国快递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8.1 快递企业发展趋势与竞争战略

 8.1.1 企业经营管理战略趋势

 （1）总体投资前景

 （2）业务竞争战略

 （3）经营方式战略

 8.1.2 企业技术装备战略趋势

 （1）通信技术

 （2）管理信息化

 （3）物流设备



 8.1.3 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趋势

 8.1.4 企业业务扩展战略趋势

 8.2 快递企业的发展方向分析

 8.2.1 战略联盟发展方向分析

 8.2.2 服务专业化发展方向分析

 8.2.3 技术现代化发展方向分析

 8.2.4 服务多元化发展方向分析

 8.3 快递企业总体竞争策略

 8.3.1 加强与相关产业结合

 8.3.2 快递业务服务专业化

 8.3.3 管理运营模式转型

 8.3.4 开展高附加值服务

 8.3.5 中小型快递企业竞争策略

 8.3.6 快递业总体投资策略分析

 8.4 快递企业产品竞争策略

 8.4.1 快递产品多元化策略

 8.4.2 快递产品特色化策略

 8.4.3 快递产品人性化策略

 8.5 快递企业价格竞争策略

 8.5.1 同城快递价格分析与建议

 8.5.2 异地快递价格分析与建议

 （1）省内价格分析与建议

 （2）跨省价格分析与建议

 8.5.3 国际快递价格分析与建议

 8.6 快递企业服务竞争策略

 8.6.1 快递企业送达时间对比分析

 8.6.2 快递企业收发货件对比分析

 8.6.3 快递企业相关赔偿对比分析

 8.6.4 快递企业服务态度对比分析

 8.6.5 其他快递企业服务对比分析

 8.6.6 快递企业服务竞争建议

 8.7 快递企业售后服务策略



 8.7.1 消费者申诉的主要问题

 8.7.2 消费者对企业申诉情况

 8.8 快递企业营销竞争策略

 8.8.1 国际快递巨头营销策略借鉴

 8.8.2 中国快递企业经营战略剖析

 （1）成本领先战略

 （2）差异化竞争战略

 8.8.3 快递企业营销案例分析

  

 第九章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1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竞争背景分析

 9.1.1 中国民营快递业发展概况

 （1）民营快递行业产生的背景

 （2）民营快递行业的发展历程

 （3）民营快递发展的制约因素

 9.1.2 中国民营快递发展现状分析

 （1）民营快递企业规模分析

 （2）民营快递扩张模式分析

 （3）民营快递比较优势分析

 （4）民营快递市场环境分析

 9.2 中国民营快递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9.2.1 民营快递企业产品竞争策略

 9.2.2 民营快递企业定价竞争策略

 9.2.3 民营快递企业服务网络竞争策略

 9.3 中国民营快递特许加盟模式转型分析

 9.3.1 民营快递特许加盟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1）特许加盟快递企业的市场地位

 （2）主要特许加盟民营快递品牌企业

 9.3.2 特许加盟模式存在的缺陷与原因分析

 （1）&ldquo;重利益轻服务质量&rdquo;

 （2）同质竞争现象突出

 （3）&ldquo;大而不强、小而差&rdquo;



 （4）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5）尚未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9.3.3 特许加盟模式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9.3.4 特许加盟模式与自营模式的比较分析

 9.3.5 特许加盟模式转型发展的目标和原则

 9.3.6 特许加盟模式转型发展风险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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