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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农产品配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农产

品配送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农产品配送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农产品配送行业的现状、

中国农产品配送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农产品配送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农

产品配送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农产品配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农

产品配送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农产品配送是指由专业的餐饮或送菜公司采用专业、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和大规模的统一

采购、源头采购形成品种、价格、数量、质量上的突出优势，为各企业单位、学校、工厂和

自营餐厅的客户或其他餐饮服务企业配送所需的肉类、蔬菜、豆制品、主副食品及调味料等

。

     农产品物流配送的内涵是指按照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在农产品配送中心、农产品批发市

场、连锁超市或其他农产品集散地进行加工、整理、分类、配货、配装和末端运输等一系列

活动最后将农产品交给消费者的过程。其外延主要包括农产品供应商配送和超市连锁配送两

方面。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农产品配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生产者的专业协会等

配送主体向超市、学校、宾馆和社区家庭等消费终端配送农产品的过程，而后者主要是经营

农产品的超市由总部配送中心向各连锁分店和其他组织配送农产品的过程。

     农产品物流是以农业产出物为对象,通过农产品产后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配送等物流

环节,做到农产品保值增值,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由于农产品本身特质,以及产销地域广阔分

散的特点,对农产品物流规划、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个物流过程是目前农产品实

现市场价值的关键环节。作为现代物流的新业态,农产品物流统一组织货源,进行检验检疫、整

理清洗、分检包装,根据定单要求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中,完成农产品从&ldquo;田间&rdquo;

到&ldquo;餐桌&rdquo;的全程服务,具有安全、高效、便利的特点。在农产品物流整个过程中,

农产品配送中心的选址决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农产品配送中心是连接农产品生产基地与消

费者的中间桥梁,其选址方式往往决定着农产品物流的配送距离和配送模式,进而影响着农产品

物流系统的运作效率。

      据博思数据发表的《2021-2027年中国农产品配送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我

国拥有3.1亿以上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204万个农业经营单位，耕地面积超过13亿千公顷。完

备而庞大的生产体系是的生鲜农产品的供给量十分充足。此外近年来全球贸易加速，农业经

营亦有全球化趋势，这更加丰富了国内的产品供给能力。

      由于生鲜农产品自身具有鲜活性、难存储、易腐坏等特点，决定了生鲜农产品物流不同于



一般物品的运输。为了保障生鲜农产品的质量，其物流配套（如冷库、冷藏车、温湿监测仪

器等）设施必须有针对性的购置和使用，对全链条的监控实施标准有很精准的要求。同时生

鲜农产品是消费必需品，需求弹性小，物流规模大且物流类型复杂。生鲜农产品的物流规模

超过万亿元，但冷链水平仍旧较低，有巨大的发展升级空间。                                       时间             

中国生鲜农产品物流规模变化及预测(亿元)             增速（%）                               2014年            

9794.2             　                               2015年             10152             3.65                               2016年             10986       

     8.22                               2017年             11509             4.76                               2018年             12387             7.63   

                           2019年             12676             2.33                               2020年             12910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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