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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价格战背后

靠着
“浪姐2”
芒果吸到金了吗？

谁身陷其中？
快递员生存现状的改变，最直
观地揭示了快递行业“价格战”的
动向——今年3月中旬，快递商家
的必争之地义乌再次打响了价格
战，8毛发全国。要知道，在2019年
初，这个数字还是4.2元。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竞争后，
快
递行业早已告别高速增长，从增量
市场转为余量市场，但各家快递公
司之间的竞争却没有停止。
业内人士表示，快递市场产品
同质化严重，想要抢夺市场，只有
从价格、时效和服务三个维度下
手，而价格又是其中最灵活的变
量，这就导致了快递行业的发展总
是不断伴随着大大小小的价格战。
在快递小哥层面，他们被迫参
与价格战，派件压力也在随之增
长，在巨大的工作量、庞大的压力
与不太匹配的收入之间挣扎，陷入
了“增量不增收”
的怪圈。

价格：
最灵活的变量

在资本市场上要讲好故事，
快
递巨头们一手降价推动单量增长，
另一手压缩成本维持利润。
在韵达做了两年快递员的陈
宁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6点出门，
晚上9点收工的生活。一年下来没
有什么休息时间，但是每个月可以
赚到1.5万元，他也逐渐适应了这
种节奏。但从今年开始，陈宁派件
的 收 入 从 1 元/件 降 到 了 7 毛/件 。
“现在，我们的单件利润空间都在
缩小，我只有给自己增加量，才能
保证收入。”他告诉红星资本局，
“顺丰的快递员送一个件1.5元左
右，相当于我们送两个，我要维持
同样的收入，只能多送一个件、多
收一个件、多维系点客户。”
陈宁说，这一次的快递“价格
战”来临之前，他在10点半就能完
成完成上午的工作。但现在，要不
断地去网点运件，中午12点半才能
休息，下午1点又开始了工作。每天
中午吃饭、休息的时间，压缩到仅
剩半个小时。
2020年三季度，韵达、申通、圆
通、
中通的单票收入只有1.25-2.15
元 ，同 比 降 幅 在 18.4% 到 33.8% 之
间。2020年，顺丰单票收入为17.77
元，同比减少16.93%，2021年1月、2
月，其单票收入继续降至17.26元、
15.11元，
不断创月度新低。
单票收入降低的同时，业务量
却保持着高速增长。目前公布的数
据中，中通2020年快递全年完成业
务量170亿件，同比增长40.3%；顺
丰 速 运 物 流 业 务 件 量 为 81.37 亿
票，同比大增68.46%。
在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抢占更多
市场，
现在看来，
快递巨头们的答案
出奇的统一：
降价，争夺下沉市场。
有数据统计，
2015年，
义乌平均每单
快递价格为7.44元；到了2019年上
半年，
价格已经腰斩至3.45元，
一公
斤以内的包裹最低至1元。
推动这个价格不断走低的，
不
止“四通一达”，还包括顺丰，如今
又来了一个极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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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件收入从1元/件降到了
7毛/件。如果要保持和以前一样
的收入，
中午的休息时间压缩到
仅剩半小时。
”4 月 14 日，在韵
达快递工作了两年的快递员陈
宁对红星资本局讲述。
而曾经营一家菜鸟驿站的
王昭，也因为利润渐少，从菜鸟
驿站的老板，
“跳槽”成顺丰的一
名快递员。

快递价格战

何时
熄火

快递员

这是王昭当顺丰快递员的
房租等压力，王昭不得已选择了
第五个月。此前，他是成都某小
转让，
来到顺丰做了快递员。
区菜鸟驿站的老板。两年前，王
除了派件的价格越来越低，
昭用10万元成本，加盟了菜鸟驿
让王昭更为头疼的还有投诉：
站，招了两名全职员工，工资开 “如果员工态度不好、排队很多，
销每月7000块。
除去房租、
水电等
客户投诉一次就会扣20元，一个
成本，
王昭一个月到手6000多元。 包才赚3毛，一下就扣20，我一个
王昭说，
从去年开始，
明显感
月的罚款都在1000元左右。”
觉做驿站到手的利润越来越少
韵达的快递员小陈给红星资
了，
“以前派件是1块，
从去年降到
本局算了一笔账：他每天的单量
了8毛，除去各种成本，我一个包
是800-1000个，只有200-300个
裹才赚3毛。
”
总的来说，
每个月的
包裹因为没有站点条件，需要挨
收入减少了1000多元，
面对人工、 个送上门，
但这200-300个包裹送

消费者

给予菜鸟驿站相应的补贴。”
外界对此解读为，淘宝助攻
通达系，用提高用户服务差异化
来和顺丰、京东、极兔竞争。但陈
宁却高兴不起来，他担心补贴只
是一时的，但送货上门的付出的
人工和时间成本又很高，如果补
贴停了，又会重新面临更多的任
务量或被投诉这样两难的选择。

低价竞争持续，但总部罚款又不减，
现在越来越多的快递加盟网点进入亏损状态
高都达到了上千元。
”
白语讲述。
成都速禧物流配送中心的
负责人林锋认为，快递战长期打
下去，各家快递公司都会损失利
润，一级压一级，最终吃亏的还
是快递员。但他同时指出另一个
问题：
“快递员工资到手变低，就
会出现流失严重的情况，没有员
工，网点也会受影响，再上一级
影响的就是公司总部。
”
白语也明显感觉到近期快
递员流失很多：
“ 总部在紧抓服
务，但是压力却一层层传递到快
递员这里。
”

一边是头部快递公司市值猛增财富暴涨，
一边是数家二线快递公司陷入困局

2016年，快递巨头们纷纷敲
响上市的钟声。如今5年过去了，
顺丰速运总裁王卫、中通快递董
事长赖梅松、韵达股份董事长聂
腾云、圆通速运董事长喻渭蛟积
累起巨额财富，纷纷上榜福布斯
富豪榜。其中顺丰控股王卫以
2148.5亿元财富值遥遥领先，位
居快递业富豪榜首位。
而成立于2015年的极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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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首批尝试将在北京、上海、杭
州三个城市启动，淘宝包裹入站
后，消费者可以选择自主送货上
门或到驿站自提。
菜鸟网络的相关工作人员
对红星资本局解释：
“ 用户在淘
宝、天猫上购买的商品，可以通
过菜鸟驿站的工作人员送货上
门，由此产生的配送费，淘宝会

同样的，在成都经营着一家
部罚款又不减，现在越来越多的
快递驿站的刘斌也面临频繁的
快递加盟网点进入亏损状态。打
扣罚，
“只要用户投诉，公司就会
个比方，一个区域一天只能有10
罚款。我现在每个月的罚款都超
个投诉指标，只要超标就会罚
过1000元。”除了被罚，快递网点
款，
把握不好，
还会赔钱。”
加盟模式下，快递员还面临着朝
什么时候会罚款？极兔速递
不保夕的情况，此前曾多次曝出
的快递员白语告诉红星资本局：
快递网点发不出工资的消息。而 “丢件、调包还有包装损坏，都有
这背后，与加盟制的轻资产模式
可能罚款，我们快递员要承担很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轻资产模
多风险的。”白语所在的极兔速
式有利于公司初期的高速扩张， 递，
被外界看作
“拼多多系快递公
但不利于后期管理。
司”
“
。极兔有很多拼多多的电商
快递驿站的刘老板告诉红
单，
单价比较低，
很多都是1块2块
星资本局：
“低价竞争持续，但总
的东西，但是遇到投诉，罚款最

快递
公司

上门要花费他3个多小时；
而剩下
70%的包裹送到驿站，
只需要花1
个多小时。
在价格战的硝烟下，
快
递单件利润下降，只有更多的单
量才能维持快递员和末端网点的
利润，所以快递员会将包裹直接
放在驿站或者快递柜。但放在驿
站和快递柜也要付出成本的，另
一位顺丰快递员告诉红星资本
局，菜鸟驿站的单价是5毛，快递
柜则是3毛5，有时候快递柜超时
还会收快递员的费用。但在节省
时间面前，
这些成本不得不出。

在黑猫投诉上，用户关于快递方面的投诉案例达到
了22万条，其中许多投诉都是关于快递不送货上门

然而，快递公司在抢夺市场
的同时，也伤了用户体验。红星
资本局发现，在黑猫投诉上，用
户关于快递方面的投诉案例达
到了22万条，其中许多投诉都是
关于快递不送货上门。现如今，
平台也已关注到这一问题。
4月15日，淘宝宣布将联合
菜鸟驿站推出按需送货上门服

快递
驿站
轰轰烈烈
的价格战
下，巨头
们的市场
份额之争
陷入拉锯
战；但与
此对应的
是，快递
员和快
递驿站
的压力
越来越
大，这背
后，还有
送货上
门 、投
诉、罚钱
之间的难
题。

在价格战的硝烟下，快递单件利润下降，
只有更多的单量才能维持快递员和末端网点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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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国市场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以拼多多式的打法，成了快递行
业的搅局者，迅速达到了通达系
花费十几年换来的规模。
有业内人士透露，极兔快递
日单量在今年1月已达2000万。
并
且刚刚融资18亿美元，估值已经
达到78亿美元，市值上仅次于顺
丰和中通。没想到极兔掀起的价
格战，
反应最强烈的却是顺丰。
●新都区正因社区9号、10号示范

楼栋委托运营， 详细信息在四川
德鑫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scdxzb.com/) 标讯动态栏
目查看。咨询电话：刘女士、0288397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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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顺丰控股（002352.SZ）
一 季 度 业 绩 暴 雷 ，预 计 亏 损 9
亿-11亿元，而去年同期在疫情
影响下也有9亿元以上的净利润。
公告发布后，顺丰控股一字板跌
停，董事长王卫当天晚上在股东
大会上致歉，并表示“这样的问
题不会出现第二次”
。
快递头部企业顺丰如此处境
下，
尾部快递企业又如何呢？
有媒
体统计，
从2018年至今，
有12家二
线快递公司陷入困局，
其中快捷快
递、
国通快递、
全峰快递等6家彻底
出局。
如今，
处在风口浪尖的巨头
们谁都不敢放松，
想要高枕无忧，
路还有很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许媛 实习记者 强亚铣

4月9日，义乌邮
政局处罚了极兔、百
世两家快递公司，原
因是低价倾销。这两
家快递企业在义乌的
部分分拨中心也停运
整顿。4月14日，极兔
义乌区域一位业务人
员向记者透露，极兔
在义乌有四、五个分
拨中心，
目前只停运了
一个，
可以正常发货，
没有受处罚影响。
“现
在极兔最低价格是1.5
元每单，
上面管控很严
格，
而处罚之前多是每
单1.2元、1.3元。”陈韬
在义乌经营着一家仓
储面积达10万平米的
云仓。
云仓可以简单理
解为给商家尤其是小
商家提供打包、
发件、
储存等服务的第三方
机构。
陈韬透露，
“义乌
邮政局要求各家快递
公司单价不得低于1.4
元，
只要是查到面单价
格低于1.4元就查封，
不
管是云仓，
还是极兔自
己的渠道都不敢报低价
了，
哪怕是没生意做。
”
快递物流专家、
贯铄企业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CEO赵小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长期价格战会带来
恶性循环，
使消费者和
快递员受损。
“价格战
必然带来快递网点的
波动，
网点波动意味着
快递末端不稳定，
直接
反应就是快递员收入
下降，
以及服务质量下
降，
最终失去用户。
”
赵
小敏说。
价格战何时才能
结束？中信证券在一
则报告里预计，激烈
的价格战仍将贯穿
2021年全年。
“行业大
体格局确定前，任何
价格停战动作都被证
明无效。
”
中通快递董事长
赖梅松2020年年末时
表示，
随着快递企业分
化的进展，
“价格战”
会
趋缓乃至出现拐点。
至
于拐点何时到来，
赖梅
松认为，
这仍将取决于
龙头企业产能的市场
投入，
但
“这个时间点
不会等太久”
。
赵小敏预计，快
递行业价格战将在
2021年二季度末告一
段落。
“主要是基于对
快递企业市场份额的
变化分析，
目前看没有
更大提升，
同时因为价
格战带来的末端网点、
快递员不稳定，
已经严
重提影响了用户体
验。”
赵小敏说，
“价格
战进行到一定阶段会
出现临界点，
比如快递
企业继续降价，
业务量
不升反降；
再比如网点
波动波动的数量规模
越来越大，
失去控制，
都是价格战临界点到
来的标志。
”
据中新经纬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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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晚，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
（以下简称：
浪姐2）总决赛落下帷幕，
那英、
周笔畅、杨丞琳、容祖儿、王鸥、杨钰莹、吉
克隽逸七位女星拿下最终成团席位。
“浪姐2”延续“浪姐1”的“30+”独立女
性定位策略，但随着第二季的收官，也让
网友产生猜想，芒果超媒的“30+”独立女
性故事是否还能继续讲下去？浪姐系列一
直被认为是芒果超媒的吸金利器，而芒果
是如何通过浪姐系列吸金的，用户还会继
续为其买单吗？

广告收入远超“浪姐1”

作为主攻“综艺”的芒果超媒，是国内
鲜有能够实现盈利的长视频流媒体平台，
其原因主要是综艺相比电视剧、电影等内
容成本更低，同时也有着更为充足的广告
收入。
广告是“浪姐2”重要收入来源，
“浪姐
2”共有15家广告主，其中金典是独家冠
名，美团优选是首席合作伙伴，VIVO、唯
品会、有道精品课、Swisse、LUX、豌豆思
维、德芙是合作伙伴，同时还有6家是行业
指定产品。
一份券商研报显示，
“ 浪姐1”的广告
业务在中性情况下，广告收入达到4.55亿
元，随着“浪姐1”的试水成功，
“ 浪姐2”的
广告再次升级，
“ 浪姐2”的广告收入自然
也远超“浪姐1”。之前曾有业内人士预测
《浪姐2》可拿到的广告赞助可能会达到8
亿-10亿元。
但随着“浪姐2”正式播出后，据镜像
娱乐不完全统计，
“ 浪姐2”单个艺人的商
业合作相比“浪姐1”有所减少，这或许也
表现出“浪姐2”商业广告热度呈现降温
趋势。
会员收入也是综艺的主要收入来
源，从会员付费收入来看，
“ 姐姐1”对芒
果超媒的付费用户拉动明显，数据显示，
“浪姐1”为芒果超媒带来的会员收入为
5.52亿元。但从“浪姐2”播出后的播放量
以及前期“浪姐1”已有的会员沉淀来看，
“浪姐2”的会员推动效果或不如“浪姐1”
那般迅猛，其会员收入的带动作用可能
弱于“浪姐1”。

小芒电商表现不够亮眼

最后也是“浪姐2”此次的另一个创
新收入“小芒电商”。芒果超媒为什么要
涉足电商业务？其实并不是芒果超媒在
盲目跟风，而是芒果超媒有着做电商的
自有优势，首先是芒果超媒体的用户多
为年轻女性群体，这部分群体购物需求
旺 盛 ，付 费 能 力 相 对 强 ，同 时 芒 果 超 媒
还有各路明星艺人资源，明星带货在这
个擅长做综艺的平台下，看似匹配度非
常 高 。小 芒 电 商 也 成 为 了 此 次“ 浪 姐 2”
芒果超媒除了广告和会员之外的又一
收入来源。
小芒电商正式发布时间为2021年1月
1日，不足一月之后，
“浪姐2”首播。小芒电
商主要涉及美妆、美食、家居、时尚、潮玩
和汉服六个领域，这显然也是为爱剁手的
女性群体专属定制。
小芒电商主要通过明星种草效应，产
生粉丝付费意愿。目前已有不少明星入驻
小芒电商，如李斯丹妮、张大大等。而“浪
姐2”播出后，芒果超媒也在不留余力的为
小芒电商引流，
“浪姐节目同款”成为小芒
电商力推产品，同时，小芒电商成为“浪姐
2”
大众评审报名的唯一入口。
然而从小芒电商的具体表现来看，
“浪姐2”播出当天确实给小芒带来了较为
明显的用户流量，但是之后的小芒电商无
论是从APP下载量、电商订单数量来看，
表现都不够亮眼。

浪姐的故事还能讲多久？

如果说，浪姐系列，曾让芒果超媒在
2020年迎来新的高光时刻，那么2021年，
虽然芒果超媒前期做了更多的营销铺垫，
但是从用户反馈来看，似乎有些不如人
愿。有观点认为，用户的不买账一方面是
审美疲劳，同时也来自节目组的过度炒
作、浪姐“划水”
等问题，
受到用户质疑。
根据网易文创整理数据显示，在浪
姐系列的好评用户中，
“ 浪姐1”给人留下
的印象更多的是源自节目新颖，浪姐们
的成熟与勇敢；而在“浪姐2”的好评用户
则是源自于节目后期营造的综艺效果。
那种在早期“30+”独立女性立意已经在
观众心中消解了不少。
浪姐故事未来还有观众愿意买单吗，
面对“浪姐2”口碑与影响力的双双下跌，
如果还有“浪姐3”，这或许需要芒果超媒
从内容本身出发，
找到新的突破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实习记者 刘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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