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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 华商储备商品管
理中心组织实施 2 万吨中央储备
冻猪肉投放， 这是继 1 月 3 日投
放 3 万吨中央储备冻猪肉后，今
年的第二次投放。 据统计，自
2019 年 9 月以来，中央储备冻猪
肉投放工作共组织实施了九次，
累计投放量达到 22 万吨。

2019 年 9 月 19 日， 商务部
会同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等开展
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依据《缓解
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
案》，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
1 万吨， 之后不断投放中央储备
肉，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累计中
央猪肉的投放量达到 22 万吨。另

外，还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牛肉、
储备羊肉和其他畜禽肉等， 以保
障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储备肉制度是国家为了应对
突发事件、 平抑肉价波动所采用
的重要手段。 国家储备肉分为中
央储备肉和地方储备肉两部分，商
务部负责中央储备肉的行政管理。有
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商务主管部门支持和配合中央储
备肉管理工作， 择优推荐中央储
备肉代储企业、 活畜储备基地和
加工企业进行猪肉储备和管理。

受非洲猪瘟的影响， 我国前
一段时间的生猪养殖量大幅下
降， 市场上的猪肉供应量明显减

少，让一些消费者发出“吃不起猪
肉”的感叹。 为了减轻市民“菜篮
子”的消费支出压力、稳定肉价，
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将政府储备猪
肉投放市场。 储备猪肉投放市场
后，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矛
盾；民众购买储备肉也比较放心，
毕竟是政府投放的， 在检验检疫
等方面比较严格； 由于政府储备
猪肉价格低于市场价， 可以让市
场上猪肉的整体价格降下来，降
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国家储备肉包括活猪和冻
肉， 但这些活猪和冻肉并不是一
直养着或一直冰冻着的， 而是不
停地流动更替， 从而保证肉质新

鲜，但在储备数量上有一定要求。
储备猪肉以四个月为一个储备周
期， 也就是四个月必须完成一次
轮换。 储备猪肉都是冻肉， 储存
在-23℃的冻库中。国务院有关部
门明确，猪肉主销区的直辖市及沿
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肉充实
到不低于当地居民七天的消费量。

笔者认为， 国家储备肉接连
投放市场，是一项“民生优先”的
重要举措。 市场猪肉价格从 2019
年九十月份达到最高峰后逐渐有
所回落， 但要确保市场猪肉的供
应还得从源头抓起， 扩大生猪养
殖规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

意见》明确，发展生猪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实行省负总责制， 要求
主产省（区、市）细化猪肉稳产增
产，主销省（区、市）保持一定的自
给率，各地要按照中央的要求，采
取多种措施确保生猪养殖总量相
对稳定。另外，在加大政府储备猪
肉投放市场、 加大生猪养殖规模
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 防止一
些人钻空子。 市场监管部门必须
针对当前生猪和猪肉价格的波动
情况，及时组织对生产、流通等各
个环节的市场价格检查； 对散布
涨价信息、串通涨价、囤积居奇等
价格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绝不姑息。 （茅晓星）

中央储备猪肉不断投放体现民生优先

头部企业格局生变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即时物流脱颖而出

我国快递业呈现三大突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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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永霞

1 月 6 日，2020 年全国邮政管
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提出，
2019 年全年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
入分别为 630 亿件和 7450 亿元，
同比增长 24%和 23%。 一组简短的
数据，其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并
不简单，2019 年快递行业发生了
什么，行业格局有没有变化，快递
企业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带着这些
疑问， 中国商报记者对 2019 年快
递行业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盘点。

头部企业格局生变

过去几年，圆通、申通、中通、
百世（原汇通）、韵达这五家快递企
业形成的“四通一达”以及顺丰占
据着快递行业的大半个江山，业内
竞争也是在这几家企业之间展开
的。但是近两年快递企业间单打独
斗的情况正在改变，行业也增添了
新入局者。

首先是阿里巴巴物流“帝国”
的崛起。 今年 3 月，阿里巴巴投资
控股了申通快递。 至此，快递行业
的“四通”都归入到阿里巴巴的版
图，再加上阿里巴巴旗下的物流平
台菜鸟以及日日顺、快仓、运满满、
北岭科技、 东骏快捷等物流资源，
阿里巴巴物流“帝国”逐渐形成。

其次， 作为民营快递的佼佼
者，顺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 除了
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外，顺丰还在
前进的道路上不断与强手联合，顺
丰除了与 UPS、普洛斯、嘉民、夏晖
等大型物流企业合作外，去年还与
DHL 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9 年， 京东物流也推出了
个人寄递业务，以电商物流起家的
京东快递正在努力成为一个社会
化的快递企业。 另外，中国邮政这
头狮子也正在苏醒。 近两年来，中
国邮政不断调整快递业务，2019
年还进行了架构调整，中国邮政的
力量与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由此可见，目前快递行业不再
是几家快递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
而是阿里巴巴、顺丰、京东物流与
中国邮政这四家物流军团之间的
战争。这些聚集了更多力量的快递
军团， 将会形成新的市场格局，今
后快递行业的竞争将愈发激烈。

与头部企业相比，快递行业第
二梯队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日
子也会越来越难过。一些快递企业
想卖都卖不出去，只能倒闭。 2019
年 3 月，如风达正式宣布暂停公司
业务；安能物流在其微信官方公众
号上宣布将安能快递升级为“安锐
速运”， 并对原有业务进行收缩。
2019 年上半年， 国通快递也曾被

爆出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几乎处于
停工状态。 2019 年 12 月，品俊快
递停止业务，其东家唯品会选择与
顺丰合作。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快递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为
了获得一席之地，2019 年快递企
业只能奋力前进，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降本增效。事实上，这不仅是行
业的主旋律，也是企业竞争的关键
所在。 过去一年，快递行业在质量
提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2020 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
议提出，2019 年，我国邮政业高质
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作为邮政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快递业自然也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

2019 年， 为了在提高服务质
量的同时实现企业降本增效，快递
企业在基础能力建设和科技创新
方面不断加大投入。 2020 年全国
邮政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2019
年， 国内快递专用货机达 126 架，
高铁快递开通线路达 451 条。据中
国商报记者了解，仅顺丰一家企业
在 2019 年就增加了 8 架全货机。

同时，全行业不断加大科研投
入力度，智能客服、智能仓、北斗导
航被广泛应用，无人机、人工智能、
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加快普及，
智能安检系统样机已进入试产阶
段。 行业首批 18 家技术研发中心
得到认定， 电子运单等 39 个项目
荣获首届邮政行业科学技术奖，快
件航空运输信息交换规范等两项
国家标准、快件处理场所基础数据
元等四项行业标准制定完成。电子
运单、自动化设备、智慧地图与识
别系统已经成为快递企业的标配。

在行业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
我国快递服务质量得到了很大提
升。 2019 年的“双 11”电商大促成
为快递企业最大的练兵场，同时从
中也可以感受到整个行业的服务
质量在不断提升。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2019 年 11 月 11 日 -16 日，
全国快递业务量六天内达 23.09
亿件， 同比增长 22.69%。 截至 11
月 21 日 17 时， 除边远地区外，主
要寄递企业揽收的邮(快)件已妥投
22.51 亿件，妥投率达到 97.5%。 另
有数据显示，旺季期间全行业 1 亿
件包裹从发货到签收的全程处理
时间从 2013 年的 9 天减少至 2.4
天，时限压缩了 73%。

对于快递企业来说，行业服务
质量提升的过程也能实现降本增
效。 记者注意到， 除了顺丰之外，
2019 年上半年圆通、申通、韵达、
德邦这四家快递企业的营业成本
增速都高于营业收入增速，韵达的

营业成本增速甚至超过了 200%。
由此可见，快递企业面临着巨大的
成本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快递企
业试图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与开展
科技创新工作来降低成本，保证企
业能够健康有序地成长。

即时物流脱颖而出

2019 年， 快递企业还一直在
拓展业务范围，加快向综合物流企
业的转型。

近几年，顺丰一直热衷于拓展
新业务。 经过不断积累，包括冷链
物流、零担物流、即时物流等新业
务都发展得不错，不过顺丰并没有
停下前进的脚步。 2019 年 7 月，顺
丰正式对外发布子品牌顺丰快运，
专注于高效解决客户厂仓、 仓仓、
仓店、电商及日常生活大包裹等具
体物流业务场景问题。 在顺丰之
前，韵达、申通、百世等快递企业都
已经开始布局快运业务。

另外，2019 年快递行业最火
的一项新业务当属即时物流，这部
分市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快递企
业都在积极布局同城急送，尤其是

同城急送一小时达领域，即时配送
领域的玩家越来越多。 2019 年 10
月 24 日，顺丰同城急送亮相。在这
之前，韵达展开了急送业务；美团
与饿了么等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也
推出了跑腿代购服务；另外，第三
方的同城急送专业公司越来越多，
包括闪送、UU 跑腿、人人快送等。

随着行业的发展，同城急送的
边界不断拓宽，从最初传统的取送
件业务拓展至代买代购业务。 此
前，顺丰同城急送只有取送件一项
服务内容， 现在还上线了“帮我
买”，增加了代买代购业务。美团的
跑腿代购业务有代购和取送件两
项业务；饿了么的跑腿代购品牌蜂
鸟配送分别有帮我买、 取送件、网
红店三项业务；UU 跑腿、 人人快
送有帮送、帮买、帮取等业务；闪送
主要提供递送业务。

过去几年，快递企业做的是冷
链等传统的物流业务，而即时配送
则是一个较新领域，这个市场是随
着人们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变化而
形成的。 2019 年快递企业开始对
这块市场有所耕耘，接下来的争夺
战将会更加激烈。

2019 年我国快
递业务量和业务收
入分别为 630 亿件
和 7450 亿元， 同比
增长 24%和 23% 。
快递业务量的逐年
攀升，让该行业迎来
了发展机遇，同时快
递企业也面临很大
的竞争压力。 然而，
目前快递行业不再
是几家快递企业之
间的单打独斗，而是
阿里巴巴、 顺丰、京
东物流与中国邮政
这四家物流军团之
间的战争。这些聚集
了更多力量的快递
军团，将会形成新的
市场格局，今后快递
行业的竞争将愈发
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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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喆煜 郭玲 方佳富
本报记者 林茂阳

记者日前从福建漳州市商务局
获悉，经福建省扶贫办、省商务厅推
荐和全国电商扶贫专家课题组审
核， 漳州市电商助力精准扶贫案例
被国务院扶贫办采用，拟编入《全国
电商精准扶贫案例集（2019）》。这是
福建省唯一入选设区市级案例，全
国入选案例共 50 个（设区市级案例
仅 4 个）。本次评选旨在展示全国各
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 交流脱
贫攻坚典型经验。

自 2018 年以来，针对农产品销
路不畅的问题， 漳州市探索出了农
村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模式， 大力推
动农产品“网销出村”，助力老区苏
区和困难群众增收创收，2019 年全
市通过电商助力贫困户增收 424
人，增收金额 150.67 万元。

据了解， 漳州市采用发展电商
实现农产品增值、吸纳就业实现“输
血”、网上销售实现“造血”的思路，
从三个方面入手全面推进电商助力
乡村振兴。

一是创新政策，破解打通“要害
点”。漳州市制定出台了福建省首份
电商助力精准扶贫政策以及《电子
商务助力乡村振兴行动实施方案》，
从培育农村电商主体、开展“一户一
店一码”试点、引导贫困户纳入产业
链条、推动贫困地区网络覆盖、信息
站点建设、 物流进村入户六个方面
进行引导激励， 实现资金流、 信息
流、人才流、物流向革命老区苏区集
结，创新打造电商扶贫“生态系统”。

二是创新模式，完善补齐“产业
链”。 运用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扶贫

“精准滴灌”，创新“一户一店一码”
模式，帮助贫困户开设微店，借助后
台大数据， 摸清生产情况， 按需采
购，不仅能解决滞销难题，也能准确
掌握交易数据， 便于扶贫资金补贴
精准到户、精准到人。 同时，探索建
立农村电商服务站、合作社、电商平
台等与贫困户形成层层联结、 环环
相扣的帮扶机制， 共享电商产业链
条增值收益， 推动规模和效益双丰
收。“一户一店一码”模式试行以来，
云霄县的下河村、 峰头村等地已有
122 个贫困户接受辅导并开设微
店，销售杨桃、枇杷等产品实现增收
46 万元； 诏安县帮扶 43 个贫困户
网销青梅、 荔枝等产品， 实现增收
48.86 万元。全市共培育 4 个产值超
亿元产业（琯溪蜜柚、花木、海鲜、茶
叶）、12 个产值千万元级的农产品
网销重点项目。

三是创新载体，搭上产销“直通
车”。 以“互联网 +”推动“产”和“销”
顺畅对接， 举办“花样漳州爱荔丰
收”大型产销对接会，邀请知名平台
以及农企洽谈对接、交流推介，签订
了 50 万斤、200 多万元的荔枝意向
采购订单， 引导企业爱心认购贫困
户荔枝 8.6 万元；举办“9·8”漳州产
全球销农产品电商展等，组织 50 家
名优企业、百余款特产参展促销，线
上同步举办“网上农民丰收节”，活
动共吸引 11 个国家代表团对接考
察 ，4 天 时间共 成交 1000 多万
元……漳州市积极探索全渠道故事
化推广，打造“漳州味”“e 上云霄”

“诏安富硒”等网销品牌，成功推出
“云霄枇杷”“下河杨桃”“马铺淮山”
等农产品溯源体系品牌。 2019 年以
来共促成网销量增加 50%， 复购率
增加 30%， 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网络
零售额达 3.86 亿元， 同比增长
58.8%。 此外，还采用了“强强联手”
新模式， 在阿里巴巴和农业农村部
联办的“全国丰收节公益直播盛典”
上，平和县作为 12 个特色农产品电
商县之一，网络直播开播 10 分钟内
即销售 5 万份、70 万斤蜜柚。

漳州电商精准扶贫
成为全国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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