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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贸物流运行总体情况 

（一）商贸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社会物流需求规模增长适度，结构进一步优化。

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3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 6.9%，其中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为 3.1 万亿元，可比增

长 29.3%，再生资源物流总额 1 万亿元，可比增长 3.5%。物流

市场化程度持续提升，物流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上半年全社会

物流业总收入为 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其中邮政快递等

行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0%，配送等一体化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1%，反映出在商贸物流需求带动下，电商物流和综合型供应

链物流服务快速增长。 

上半年，商贸物流总额达到 3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比今年一季度提高 0.1 个百

分点。其中商贸流通部分物流总额 28.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占商贸物流的 89.7%，网络零售部分物流总额 3.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31.7%，占商贸物流总额的 9.9%，外卖配送部分

物流总额 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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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商贸物流总额及增长 

 

（二）消费领域物流需求有所回落 

上半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增速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均有所回落，但网络实物零售

额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全社会网络实物零售为 3.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9.8%，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7.4%，比去年同期提高 3.6 个百分点。 

图表 2 2018 年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三）进口物流需求有所增长 

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国内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上半

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保持较快增速。据海关数据，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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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实现进出口总额 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出口

7.5 万亿元，增长 4.9%；进口 6.6 万亿元，增长 11.5%；贸易顺

差 9013 亿元，同比收窄 26.7%。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进口物流总

额达到 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受人民币汇率波动、贸易

摩擦加剧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上半年增速比去年同期明显放

缓。其中，在扩大进口政策拉动下，大宗原材料和水海产品等

商品进口实物量增加，上半年进口原油 2.25 亿吨、成品油 0.16

亿吨，分别增长 5.8%和 9.7%；天然气 4208 万吨，增长

35.4%；铜 260 万吨，增加 16.3%；水海产品进口量增加

12.4%；化妆品增加 1 倍；医药品增加 8%。 

二、重点企业盈利水平回升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重点物流企业调查数据显示，上半年企

业业务收入和成本均呈现快速增长，但成本增速要高于收入，

从利润情况看，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但企业反映仍

然面临一定的成本增长过快带来的经营压力。 

（一）重点企业收入和成本快速增长 

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累计实现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3.3%，比去年同期均有所回落，但依然保持了 10%以上的较快

增速。 

分企业类型看，综合型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占 61.5%，同比

增长 16%；运输型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占 13.9%，同比增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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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型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占 24.6%，同比增长 9.6%。 

图表 3 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占比情况（%） 

 
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物流业务成本同比增长 18.6%，增

速比物流业务收入高出 5.3 个百分点。 

分企业类型看，综合型物流企业业务成本占 63%，同比增

长 21.4%；运输型物流企业业务成本占 17%，同比增长 12%，

仓储型物流企业业务成本占 20%，同比增长 15.3%。 

图表 4 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成本占比情况 

 

（二）企业盈利水平有所好转 

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实现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16%。分企

业类型看，综合型物流企业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17.5%；运输型

物流企业业务利润同比增长 9.5%；仓储型物流企业业务利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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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10.8%。 

上半年，重点企业收入利润率为 11.9%，比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其中综合型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要高于运输型和

仓储型。 

三、商贸物流重点领域运行情况 

（一）电商物流保持高速增长 

上半年，全国实物网上零售额 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17.4%，比去年同期提

高 3.6 个百分点。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穿和用类商

品分别增长 42.3%、24.1%和 30.7%。上半年，电商物流消费增

速受电商促销和节假日影响较为显著，线下实体和线上零售互

动明显增强，京东、阿里将网络布局从线上品类向线下品牌、

商圈延伸，而多点等联合城市商超构建全渠道购物场景，实现

配送半径内的精准营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京东集团联

合编制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上半年总业务量指数为 135.2

点，比去年同期回落 1.7 个点，反映出尽管物流业务量增速有

所放缓，但上半年各月平均增速均在 30%以上。6 月份当月电

商物流业务量保持 30%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速同比回落主要受

去年基数较高影响。得益于大数据预测、智能仓储、分拣和路

径规划等智慧物流技术大范围应用，库存保管和运输环节运输

效率进一步提高，上半年物流时效比上年同期提高 7.6%，运输

环节实载率比去年同期提高 3.3%。网上零售带动快递业务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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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长，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 220.8 亿件，同比增长

27.5%。 

农村电商物流增长迅猛。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物流总额为

1.2 万亿元，可比增长 3.2%，农产品物流需求增势平稳但电商

物流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上半年农村

业务量指数均值为 134.3 点，反映出农村地区电商物流业务量

增长超过 35%，其中东部地区业务量增长 32.3%，中部地区业

务量增长 36.1%，西部地区业务量增长 34.1%，东北地区业务量

增长 40%左右。 

（二）冷链需求旺盛布局加速 

冷链物流连接上游的农产品、食品等生产加工环节和下游

的终端消费领域，关系基本民生，也是现代物流发展的短板，

推动冷链物流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加工等领域扩大再生

产，优化产业结构，形成相关产业联动链条。上半年，冷冻冷

藏类商品消费保持旺盛需求，全国生产乳制品 1328 万吨，同比

增长 8.1%，冷冻水产品 321 万吨，冷冻饮品 154 万吨，鲜、冷

藏肉产量 1585 万吨，同比增长 7.8%。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调查

的重点物流企业冷链物流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全国冷库

需求超过 150 万平米，同比增长 14.9%。与高速增长的需求相

比，冷链物流供给增长稍显落后。据中物联冷链委测算，上半

年全国冷库可出租面积超过 330 万平米，同比增长 12.1%，随

着国家和社会公众对食品监管、流程透明、安全环保等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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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高标准、合规性的冷链仓储设施供给依然不足。 

去年以来，冷链激励政策频频出台，商务部、财政部继续

支持十个省市冷链物流发展，广东、福建、河南、江苏、山东

等省市实施地方冷链物流发展规划，在政策红利和市场需求双

轮驱动下，企业加快市场布局。菜鸟与天猫启动“神农计划”，

计划在两年内开设 100 个原产地生鲜仓库。京东生鲜推出“京

东生鲜赋能计划”，预计今年 7FRESH 的门店将覆盖整个北京市

场，未来 5 年，全国门店将超过 1000 家。苏宁易购推出“苏宁

小店”，5 月底苏宁小店已实现开张分店 500 家。物美利用商超

稳定渠道，推出“每日鲜”，蔬菜 80%由物美从产地直采直供、

在产地大库进行快速包装、经冷链运输至各个门店。 

（三）餐饮物流趋于融合创新 

上半年，全国餐饮市场规模达到 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3 个百分点，占全社会零售总额

的比重为 10.8%，比去年同期提高 1.1 个百分点。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飞速发展，消费者的用餐习惯正在发生改变，餐饮消费需

求日益追求个性化、体验化、多元化，餐饮物流朝着线上线下

融合、资源共享、能力提升的方向发展。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测算，上半年餐饮外卖物流总额达到 1080 亿元，同比增长

35%。 

餐饮企业积极推动实体店“触网”。各大餐饮品牌纷纷开展

电子商务应用或与网络服务平台深入合作，加快电商营销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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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与饿了么、美团、大众点评、百度外卖等第三方平台合

作，积极开发网上营销、在线订餐、电子支付、美食鉴赏、顾

客点评等服务功能，扩大实体店的线上营销能力。黄记煌携手

饿了么正式开拓外卖领域，适时将外卖焖锅推向市场。 

平台协同促进外卖业务量显著提升。外卖呈现销售平台

化、数据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以美团点评形成的 O2O 平台与美

团外卖 APP 之间的互补联动最为明显。据统计，上半年外卖行

业用户达 7800 万人，同比增长 6%，外卖订单支付额同比增长

10%，单笔外卖支付额同比增长 15%。 

（四）医药物流监管趋于加强 

据初步测算，上半年医药物流总额达到 1.8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4 个百分点，医药市场规模

持续增长，为医药物流及其冷链发展持续提供动能。医药关系

民生福祉，近期爆发的疫苗时件为医药物流敲响警钟，因此医

疗和药品监管对医药物流保障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同时也

为符合资质的物流企业提供重大发展机遇。4 月份，国办发布

《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到要完善

“互联网+药品”供应保障服务，明确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

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

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探索医疗卫生机构处方信息与药品

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促进药品网络销售和医疗

物流配送等规范发展。5 月，《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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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性能确认技术规范》（GB/T34399-2017）国家标准正式发

布，在政府强监管和强标准倒逼下，医药物流竞争将更趋于标

准化、规范化，提升物流服务能力。 

（五）进出口物流呈现新态势 

上半年，贸易摩擦对传统贸易物流的影响深远，未来一段

时期有趋于恶化的迹象，但在跨境零售需求推动下，跨境电商

正从一种经济现象变成一种商业模式，并逐渐转化为一种新型

贸易方式，国务院设立综合试验区以来，跨境电商成交额连续

两年增长 1 倍以上，已成为外贸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转型升级

的新动能。上半年，河南省跨境电商进出口 651.6 亿元，郑州

共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 4559.8 万票，同比增长 20%，货值

60.5 亿元，同比增长 20.8%。广东省上半年跨境电商总额同比

增长 82.1%。 

近期，跨境电商试点继续扩围，8 月份国务院发布《关于

同意在北京等 22 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

复》，同意在北京、呼和浩特、沈阳等 22 个城市设立综合试验

区，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数量从 13 个增加至 35

个，基本覆盖了主要一、二线城市。批复还要求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积极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

改革，以跨境电商为突破口，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索、

创新发展，在物流、仓储、通关等方面进一步简化流程、精简

审批，完善通关一体化、信息共享等配套政策，推进包容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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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监管创新，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新。 

与此同时，中欧班列开行态势良好，为“一带一路”开放

合作打造出国际贸易新优势，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2490

列，同比增长 69%，运输更加趋于双向均衡，班列运送货物品

类日益丰富，逐步扩大到汽车整车、高档食品、冷链商品等新

兴品类。海外布局步伐加快，京东物流在印尼建成当地最大电

商物流网络，服务范围覆盖 7 大岛屿，近 500 个城市和 6500 个

区县，85%的订单可在 1 天内收到。阿里巴巴增资东南亚本土

电商，扩大海外竞争优势。顺丰顺应跨境电商高速增长需求，

相继开通 50 多个国家的快递服务。 

（六）物流标准化助力降本增效 

在商贸物流标准化专项行动计划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标

准托盘占保有量比例持续快速提升，2017 年达到 28%，较上年

提高了 1 个百分点，比 2015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生产环节托盘

标准化率达到 45%以上，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各地积极推进

物流信息化与标准化融合发展，如阿帕网络“快托之家”创新

研发的国内首个获得认证的数码托盘，通过接口、计价、服

务、流程管理的标准化，打造开放式托盘循环共用体系，实现

了“一个托盘一个身份”，同时实现数据交割、产品追溯等功

能。据统计，在托盘共享共用模式下，用户降低物流综合成本

20%以上，其中降低库存周转成本 30%、降低货差货损 60%左

右、减少托盘丢失率和破损率 12%、提高装卸货效率 4 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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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提高供应链协调作业效率 10%以上、增加车辆周转效率 1

倍左右。 

四、下半年商贸物流形势预测 

上半年，商贸物流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引领科技创

新、改善消费需求、提高运行效率、促进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撑和促进了宏观经济和微观实体的发展。

下半年仍需要在坚持稳中求进中持续关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如贸易摩擦加剧，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度有

所下降，基础建设投资大幅下滑，消费增速降至个位数，需求

整体偏弱。去杠杆、防风险，有利于经济行稳致远，但也带来

了阶段性、局部性资金紧张，一些企业反映资金压力加大。 

从重点行业来看，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等国家战

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与世界其它国家贸易广度和深度不断增

强，贸易便利化、通关、电子商务以及投融资合作等日益频

繁，中西部地区以及国际物流需求将成为新的增长动力。在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

现，为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重大机遇。智慧物流逐步成为推进

物流业发展的新动力、新路径，也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提质

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物流企业对智慧物流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越来越多样化，预计到 2025 年智慧物流服务的市场规模将

超过万亿。 

初步预计，全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增长 6%左右，商贸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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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增长 7%左右。从结构上来看，电商物流、与居民消费密切

相关的快消品、食品、医药等商贸物流业务仍将保持较快增

长。在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带动下，跨境商贸物流也将呈

现快速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