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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20 年 3 月 23 日总股本 4,414,310,919 股减去公司回购
专户股数 11,010,729 股后的股本 4,403,300,19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7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
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顺丰控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352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甘玲

曾静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十一街万基商务大厦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十一街万基商务大厦

电话

0755-36395338

0755-36395338

电子信箱

sfir@sf-express.com

sfir@sf-express.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顺丰控股是国内领先的快递物流综合服务商，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建立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综合物流解决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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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供配送端的高质量物流服务，还延伸至价值链前端的产、供、销、配等环节，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以数据为牵引，利
用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技术，为客户提供智能仓储管理、销售预测、大数据自助分析等一揽子解决方案。公司的物流产品主
要包含：时效快递、经济快递、同城配送、仓储服务、国际快递等多种快递服务，以零担为核心的快运服务，以及为生鲜、
食品和医药领域的客户提供冷链运输服务。此外，顺丰控股还提供保价、代收货款等增值服务，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精细化
的服务。
基于不同行业、客群、场景的需求多样化，顺丰控股秉承“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根本”的产品设计
思维，聚焦行业特性，从客户应用场景出发，深挖不同场景下客户端到端全流程接触点需求及其他个性化需求，设计适合客
户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形成有质量的差异化，再由产品设计牵引内部资源配置，持续优化产品体系。顺丰控股持续提升
服务质量的竞争优势，提供产品时效快，服务质量高的客户体验；持续优化运营模式和提升资源效率，降本增效，为客户提
供高性价比的服务，实现公司、客户双赢。同时，顺丰控股利用科技赋能产品创新，形成行业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的综合物流服务。多年来，顺丰持续创新，不断铸造高品质服务体验，为客户成功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持。
顺丰控股同时还是一家具有网络规模优势的智能物流运营商。顺丰控股拥有通达国内外的庞大物流网络，包括以全货机
+散航+无人机组成的空运“天网”，以营业服务网点、中转分拨网点、陆路运输网络、客服呼叫网络、最后一公里网络为主
组成的“地网”，以及以各种大数据、区块链、机器学习及运筹优化、语音/图像/计算机视觉/智慧安检 AI 识别、智慧物流
地图等组成的“信息网”，
“天网+地网+信息网”三网合一。直营网络覆盖国内外，是国内同行中网络控制力最强、稳定性最
高，也最独特稀缺的综合性物流网络体系。
顺丰控股采用直营的经营模式，由总部对各分支机构实施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在开展业务的范围内统一组织揽收投递、
集散处理和中转运输，并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自主调配网络资源；同时，顺丰控股大量运用信息技术保障全网执行统一
规范，建立多个行业领先的业务信息系统，保障了网络整体运营质量。顺丰控股是 A 股目前首家采用直营模式的快递公司。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调整前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8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112,193,396,064.26 90,942,694,239.83 90,942,694,239.83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23.37% 71,272,633,122.78 71,272,633,122.78

5,796,505,532.20

4,556,048,279.54 4,555,906,237.39

27.23% 4,774,131,883.45 4,774,184,79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4,207,763,900.82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83,589,642.99 3,483,589,642.99

20.79% 3,702,637,496.23 3,702,637,496.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5,424,885,792.11 5,458,300,549.11

67.11% 6,333,932,523.79 6,283,968,829.62

9,121,273,475.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2

1.03

1.03

28.16%

1.12

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2

1.03

1.03

28.16%

1.12

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6%

13.21%

13.19%

上升 1.67
个百分点

18.15%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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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末

调整前
总资产（元）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后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92,535,386,807.84 71,614,568,816.64 71,764,601,474.11

28.94% 61,247,068,892.62 61,297,237,98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42,419,713,739.80 36,561,011,876.15 36,710,922,749.21
产（元）

15.55% 32,878,378,815.09 32,928,431,730.3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4,027,959,841.71

26,046,744,192.14

28,695,392,176.35

33,423,299,854.06

1,263,228,586.24

1,837,883,052.39

1,210,384,736.05

1,485,009,157.52

835,983,098.41

1,494,327,018.02

1,180,977,650.38

696,476,134.01

1,421,831,229.75

3,395,055,319.93

2,830,339,876.67

1,474,047,04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63,302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
71,799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1.20%

2,701,927,139

2,701,927,139

质押

990,000,000

宁波顺达丰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1%

274,204,878

-

质押

222,838,566

深圳市招广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4%

266,637,546

-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4.15%

183,351,738

-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1.98%

87,474,628

67,559,3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质押

28,820,764

1.64%

72,542,406

-

嘉强顺风（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业（有限合伙）

1.46%

64,512,344

-

苏州古玉秋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53,299,609

-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5%

28,820,764

-

0.61%

27,000,000

-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其他
合伙）－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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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1）公司整体财务表现
受到国际形势不明朗及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2019 年上半年公司传统产品收入增速放缓。公司适时调整策略，
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下半年开始业务量和收入增长加速；同时公司新业务持续高速增长，两者共同保障了公司 2019 年度稳
健的收入增长及健康的盈利水平。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数据如下表：
项目

指标

1,109.01

896.77

23.67%

其中：(1)速运物流收入（亿元）

1,059.83

892.76

18.71%

快件量（亿票）

48.31

38.39

25.84%

票均收入（元）

21.94

23.26

-5.67%

(2)供应链业务收入（亿元）

49.18

4.00

1128.09%

1,121.93

909.43

2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元）

57.97

45.56

2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亿元）

42.08

34.84

20.79%

13.19%

上升1.67个百分点

1.03

28.16%

营业收入（亿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6%

每股收益（元/股）
项目

资产负债表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重述）

速运物流及供应链收入（亿元）

业务

利润表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指标

1.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经重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亿元）

925.35

717.65

2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亿元）

424.20

367.11

15.55%

资产负债率

54.08%

48.35%

上升5.7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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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方面：2019 年，公司速运物流业务实现件量 48.31 亿票，同比增长 25.84%，实现速运物流及供应链收入 1,109.01
亿元，同比增长 23.67%，实现总营业收入 1,121.93 亿元，同比增长 23.37%。为应对消费结构调整带来的市场需求变化，公
司适时调整产品策略，针对特定市场及客户推出新产品，实现传统业务增量增收，2019 年下半年速运物流及供应链收入实
现远高于行业平均的增长率。同时，公司快运、冷运及医药、国际、同城 、供应链等新业务持续发力，新业务收入占整体营
业收入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 25.63%，新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拉动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增长。
利润方面：2019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7 亿元，同比增长 27.23%，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8 亿元，同比增长 20.79%。一方面，公司前期通过推动网络资源融合、科技赋能经营，
有效地提升营运效能及资源使用率，同时通过有效的成本管控措施，降本增效取得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公司推出新的经
济快递产品（特惠专配）取得超预期增长，但四季度旺季高峰件量激增带来较多临时资源投入；同时，公司经济件、快运、
同城等业务伴随市场扩张在进一步扩大网络覆盖，规模效益将进入新一轮爬坡期，因此影响公司 2019 年整体毛利率较上年
度稍微下降 0.50 个百分点。此外，受益于公司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科技技术投入，有效助力管理效率提高、实现组织
精简，管理成本得以优化。综上影响，公司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率较上年度稍微下降 0.08
个百分点。
财务状况：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总资产 925.35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28.94%。得益于 2019 年稳定、健康的盈利贡献，
公司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4.20 亿元，较 2018 年末增长 15.55%。公司报告期末的资产负债率略有上升，
由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时点的 48.35%上升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时点的 54.08%，但仍保持健康的负债水平，财务状况稳健、
乐观。

（2）传统业务稳健增长，贡献可持续、健康的收入
时效板块业务：2019 年公司不断巩固、提升时效板块产品竞争力，持续优化底盘能力，结合关键资源能力及科技手段，
通过空地网络衔接及收派模式的优化、提升集散两端运营能力及专属航空资源利用等举措，不断强化航空产品的竞争壁垒，
巩固“快、准、稳”核心优势。同时持续优化产品体系，利用科学定价/成本模型实现产品合理差异化定价，全面提升
产品性价比；在满足市场需求方面，推出极速包裹和微小件一重一轻两个产品，进一步完善时效产品版图，为整体业务增长
提供新动力；并不断简化现有产品体系，以标准快递+升舱/准时保/保鲜服务等组合打造顺丰优质物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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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司时效板块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为 565.21 亿元。票均生命时长同比减少 1.8 小时，未来在保持时效产品性价
比持续提升同时，进一步优化产品体验区隔及客户细分，保持时效产品业务稳健增长。
经济板块业务：顺丰控股对经济板块持续优化升级，自 2019 年 5 月起针对电商市场及客户推出特惠专配新产品，以满
足客户多样化需求，迅速获得市场认可，并带动经济产品收入规模及市场占有率的迅速提升。特惠专配产品上线拉动经济产
品板块业务量快速提升，拉动经济板块业务下半年实现收入同比增长 47.54%。基于业务量的加速增长及科技赋能，公司完
善更快捷、更安全、性价比更高的陆运网络，进一步提升了资源利用率，进而降本增效，提升产品竞争力。在保障服务质量
及时效前提下，通过业务预测及线路规划等手段，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发挥存量资源的边际效应。在运输方面，通过合并同
流向同时效段的干支线，更换成大车型，减少临时线路投入，减少支线数量等，进一步释放规模效益，显著提升装载率；在
收派末端方面，通过提高集收及直发比例等措施，不断优化收派末端运营成本。
2019 年公司经济产品业务实现不含税业务收入为 269.19 亿元，全年实现同比增长 31.96%。未来公司将持续优化经济板
块运营模式，在保障时效产品的质量和时效的前提下，实现更精准的资源协同，以支持传统业务板块量及收入快速、健康增
长。
（3）新业务保持高速增长，综合物流能力进一步加强
快运业务：与标准化、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快递行业的高集中度不同，顺丰快运所处的零担行业虽然是万亿级的市场，但
仍处于规模化以及行业整合的初期。2019 年 7 月顺丰快运品牌正式发布，与 2018 年起网的顺心捷达形成了快运双品牌，顺
丰快运定位高时效、高质量及高服务体验的中高端市场，“顺心捷达”专注全网型中端快运市场，双品牌在运营模式及产品
定位上互补。
顺丰快运业务 2019 年全年业务收入突破百亿元，在中高端市场增速保持绝对领先，市场占有率持续提升。多年的深耕
和培育，顺丰快运业务积累了大批类似华为、美的、海信等不同行业的龙头客户，这些优质客户不仅自身经营稳定，抗风险
能力强，而且多元化的服务需求为顺丰快运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户资源保障与持续动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顺丰快运拥有 51 个快运中转场，约 1300 个快运网点，快运场地面积超过 175 万㎡；1.9 万余台快运收派车辆，1134 条快运
干线，8170 条支线，业务覆盖全国 31 个省、362 个主要城市及地区。2019 年，顺丰快运日峰值货量突破 2.3 万吨。
“顺心捷达”是顺丰控股子公司顺心快运的独立品牌，专注全网型中端快运市场。自 2018 年起网以来，网络快速扩张，
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目前在全网型加盟平台中暂居第六，并仍以同行 2-3 倍的增速高速增长。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顺心捷达拥有加盟网点 6000 多个，直营场站 171 个，面积 41 万㎡，网络覆盖全国 294 个城市、1851 个区县，初步建成全
国性的网络布局。2019 年下半年累计货量同比增长 229%，单日货量最高 1.1 万吨。
顺丰快运与“顺心捷达”在运营底盘的融合上，初步实现转、运、派运营全流程的覆盖融合，拉近底盘场站的物理距离，
推进线路的运力共享、资源共用，落地加盟网络覆盖助派。同时，实现了顺丰和顺心货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打通，促使
快运与顺心捷达有效提升资源利用率。
2019 年公司快运业务整体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126.59 亿元，同比增长 57.16%，增速显著高于快运同行。
冷运及医药业务：相较发达国家，中国冷链市场仍有巨大发展潜力。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测算
分析，2019 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总规模预计为 3,391.2 亿元，同比增长 17.60%。但国内冷运市场分散，市场参与者主要为
众多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冷链企业，同时也存在冷链技术不成熟、执行标准参差不齐等问题。顺丰控股是国内首个初步建立全
国性冷链网络的物流公司，网络覆盖具备绝对优势。截至报告期末，顺丰冷运有食品冷库 23 座、运营面积 14.53 万平米，
冷库具有先进的自动化制冷设备、智能温湿度监控系统，是集多温区管理和配送一体的综合性高标准冷库；同时拥有冷藏车
273 台，通过先进的车辆 GPS 全球定位及车载温控实时监测系统进行全程温控，食品运输线路贯通全国核心城市。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际认证机构 BSI 正式向顺丰冷运颁发了国内首家物流企业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国际标准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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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顺丰冷运食品安全质量保障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顺丰冷运依托于强大的运输网络、领先的仓储服务、智能的分仓解决方案、专业的温控技术和先进的系统管理，为客户
提供专业、安全、定制、高效的全程可控冷链服务，业务已覆盖食品行业生产、电商、经销、零售等多个领域，主要客户有：
大希地、绿雪生物（卡士酸奶）、小南国、朴诚乳业等。
中国大量优质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常遇到“易损、难包装、无法形成规模化”等痛点，市场推广存在局限，流通环节过
多而农户创收盈利能力较弱。顺丰针对农产品在上下行中的痛点，利用自身网络覆盖优势、先进包装技术及快速配送能力，
为客户提供从产到销一揽子解决方案，打造从“枝头到舌头、田间到餐桌”的服务理念。在持续聚焦产业链 B2C 的基础上，
顺丰进一步扩大到 B2B 服务市场，并通过模式创新、降本增效、紧贴市场定价提升各种业务场景下的市场竞争力，满足不同
客户的差异化需求。除了提供高效物流配送，顺丰还通过共享推广渠道、商业平台资源，积极打造区域性公共品牌，助力更
多的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2019 年顺丰联合政府、产地协会等以物流或产销对接为主题，共举办 27 场活动，覆盖
多个主产地及主销地，新闻传播稿件共计发布 1300 频次，成功打造烟台樱桃、岭南荔枝、仙居杨梅、阳山水蜜桃、云南鲜
花、甘孜松茸、内蒙古牛羊肉等特色经济项目。
近年来国家医改政策不断演变，在“4+7”采购、两票制、分级诊疗等政策影响下，医药资源向基层医疗组织延伸，药
品流通渠道向扁平化、纵深化发展，对于医药物流配送企业的网络广度和深度，以及医药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品质与安全保
障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医药物流经过多年发展，市场仍然呈现散、小、乱的局势，一方面市场玩家多规模小，同时运营质
量参差不齐，没有形成行业标准，越来越不能满足国家对药品流通质量的严标准和高要求。
顺丰医药业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依托顺丰成熟的物流网络及科技技术能力，进一步健全更深更广的医药服务网络，为
行业客户提供供应链端到端解决方案服务。截至报告期末，顺丰控股医药网络覆盖 219 个地级市、1547 个区县，拥有 4 个
GSP 认证医药仓，总面积 3 万平方米；拥有 42 条医药运输干线，贯通全国核心城市；拥有通过 GSP 验证自有冷藏车 242 台，
并配备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以及自主研发的 TCEMS 全程可视化监控平台。顺丰医药专注于为医药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安全、
全程可控的医药物流供应链服务，覆盖医药行业生产、电商、经销、零售等多个领域。医药行业主要客户有：拜耳制药、赛
诺菲、勃林格殷格翰、恒瑞制药、中生集团、哈药、华润三九、齐鲁制药、万通药业等。
2019 年，顺丰医药持续深耕医药客户，逐步建立全国性常温药品物流网络，常温医药业务取得高速增长。此外，在新
业务取得突破，为客户打造生物样本等临床临检冷链运输方案、疫苗全供应链解决方案及智能医药物流方案等，进一步拓宽
医药冷链服务范围。在运营方面，顺丰医药继续夯实运营底盘，深化与集团的融合及资源协同，在服务时效、服务质量及成
本控制方面均取得良好的效果。
2019 年公司冷运及医药业务整体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50.94 亿元，同比增长 32.54%，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同城急送：随着新零售和本地生活服务的进一步发展，即时物流作为新零售的基础设施，是与终端消费者最接近的一环，
在新商业模式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发展至千亿级规模，成为物流行业增速最快的细分领域。预计未来五年，即
时物流行业仍会保持 30%以上的增速，市场空间巨大。
顺丰同城业务自 2016 年起步，以打造“优质、高效、全场景”的第三方即时物流平台为使命，既能服务头部品牌客户
的定制化、集中化需求，助力商家快速实现规模化经营；也能满足中小企业客户和个人消费者的标准化、离散化需求，为消
费者提供触手可及的便利。目前顺丰同城已服务餐饮、商超、生鲜、服装等不同行业的众多头部品牌，服务超过 10 万中小
商家和 2000 万的个人用户。
2019 年 3 月，顺丰同城实现独立公司化运作，正式发布了“顺丰同城急送”品牌，树立中立、可信赖的优质品牌形象。
同时，打造全面覆盖 B 端的全链路解决方案的同城定制化产品、品牌产品、时效产品、经济产品和 C 端的帮我送、帮我买、
帮我办的全产品体系，聚焦网格化商圈内多品类、多时段、多距离订单合理分布，形成多元健康的业务组合，助力配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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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在运力和服务上，已完成全国 200+城市的弹性网络全覆盖，实现独有的混合运力融合调度。驻店运力、商圈运力、
全城运力等多种运力有效融合，高效运营。在服务质量上，时效达成、客户满意持续保持行业领先，为客户提供始终如一的
高质量稳定交付。尤其在商务场景中，除了优质和稳定的营运质量外，通过更规范的发票提供及结算服务和更放心无忧的售
后保障，成为了商务客户的急送首选。在科技能力上，以自有的智能融合调度系统为核心，依托领先的“业务中台+配送中
台+运力中台”系统架构，打造即时物流全链路智能解决方案。
2019 年顺丰同城业务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19.52 亿元，同比增长 96.12%，远高于行业平均增速。
国际业务：顺丰国际标快/国际特惠业务覆盖美国、欧盟、俄罗斯、加拿大、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智利
等 62 个国家，国际小包业务覆盖全球 225 个国家及地区。2019 年顺丰国际实现全美自营进口清关，并取得了报关代理资质
和快递操作中心资质，11 月顺丰日本 JV 公司获取了清关牌照，优质的资源保障了顺丰国际向客户提供快捷无忧的服务能力。
顺丰航空拥有 5 条自营国际航线，包括 2019 年新增的无锡-哈恩及深圳-德里 B747 航线等。此外，2019 年 8 月顺丰还联合
Flexport 推出端到端的国际海运服务，产品覆盖范围中国内地和香港运往至美国全境和欧洲主要港口，共同助力中国企业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顺丰致力于为国内外制造企业、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以及消费者提供便捷可靠的国际快递与物流解决方案，包括国际标
快、国际特惠、国际小包、海外仓储、转运、国际电商专递等不同类型及时效标准的进出口服务并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包括市场准入、运输、清关、派送、仓储、系统在内的一体化进出口解决方案，助力优秀企业/商品“走出去”，亦将海外优
质企业/商品“引进来”。2019 年 5 月，顺丰为国内高科技电子产品零部件制造企业提供中国至印度的全链条跨国工厂迁移
服务。2019 年 5 月，顺丰为某基因检测公司提供美国-香港一单到底物流服务，按照 IATA 国际航联的包装标准 PI904 进行
包装，全程-80℃温控。2019 年 11-12 月，依托国际冷运供应链服务及国际溯源技术，客户运输活加拿大龙虾 500 吨，运输
加拿大、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车厘子 220 吨，从农场直达中国消费者餐桌，全链路信息透明，实现 “从全球枝头到中
国舌头”。
顺丰国际小包覆盖全球 225 个国家及地区，得到市场认可度高。2019 年，顺丰不断加大海外合作力度，已经和世界十
余个邮政或本地派送商建立直接合作，并成为多个国际跨境电商平台的认证派送供应商。其中 2019 年 8 月，顺丰为俄罗斯
电商平台 J 平台提供定制化的俄罗斯经济小包卡车派送服务，日均包裹高达 10 万票；12 月，俄罗斯快速铁路小包测试成功，
中国至莫斯科铁路段运输缩短至 5 天。
2019 年公司国际业务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28.39 亿元，保持稳健发展。
供应链业务：于 2018 年 8 月及 2019 年 2 月，顺丰分别完成对美国夏晖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冷链业务
以及德国邮政敦豪集团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地区供应链业务的收购，建立顺丰新夏晖及顺丰 DHL 业务。新夏晖
及顺丰 DHL 业务与顺丰业务的融合和协同初见成效。一方面，顺丰快速学习和复制新夏晖及顺丰 DHL 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及管
理能力，另一方面，顺丰的科技解决方案以科技和数据为驱动力，以顺丰 DNA 为基因，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驱动供应链转型升级，共同为客户重塑供应链、提供多场景产品化的综合解决方案。
新夏晖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兼具设计的专业性与落地的可执行性。此外，新夏晖拥有高质量的供应链
方案落地能力，并持续优化业务流程，加强资源和科技底盘的建设，以稳定、高效的服务质量，保障供应链方案落地，得到
了客户及行业的高度认可。2019 年，新夏晖先后获得中物联冷链委、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及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别
授予的“中国优秀餐饮供应链服务商”、
“2019 中国冷链年度企业”、和“智慧物流服务品牌企业”及 “2009-2019 冷链物流
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新夏晖客户包括连锁快餐、商超、食品商、咖啡奶茶等头部客户。
2019 年，新夏晖大力发展 4PL 和 3PL 业务，继续优化运营效率；同时，在顺丰的助力下，新夏晖致力于关键资源和科
技底盘建设，业务能力取得长足发展，同时通过与顺丰各板块在仓储、运力和科技等方面的持续融通，资源协同优势日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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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在运营网络方面，新夏晖的业务版图进一步扩大，济南、西安、昆明等地的高标准物流设施投入运营。截止 2019 年底，
新夏晖拥有位于 21 个核心城市的 38 座高效运行的冷链物流中心，以及上千条运输线路。在系统建设方面，2019 年物流和
供应链管理新系统上线，为智慧供应链提供平台基础。在市场开发方面，新夏晖深度洞察客户需求和精准定位，以创新的策
略及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持续挖掘增长潜力，服务链条继续向供应链两端延伸，新客户数量大幅增长，现有业务稳步前
行，新业务倍数增长。
以成为科技领先、服务优异的最佳企业供应链解决方案和实施服务商为愿景，顺丰 DHL 在 2019 年持续深耕科技供应链，
用科技手段提升对客户的价值，并转变客户供应链服务模式。一方面，顺丰 DHL 敏锐挖掘客户需求，通过内部开发以及与顺
丰科技深度合作的方式，为客户不断提供符合其特性的自动化和智能工具，达到降本增效，增加客户黏度的效果。另一方面，
顺丰 DHL 运用智能化手段和平台，实现物流操作的可视化和透明化；并利用大数据手段和顺丰的前端支持工具，优化客户的
全供应链，助力客户供应链模式变革。此外，顺丰 DHL 将经验沉淀以及数据分析作为实现“科技驱动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愿
景的关键因素。为解决传统物流行业中的经验随人才流失而付之东流的问题，顺丰 DHL 利用科技手段，将方案专家的行业经
验沉淀到赋能平台中，建立了多样化智能化的设计工具以及数据库；并通过技术升级和机器学习，不断将我们的经验累积为
数字化的信息，提升了业务响应速度，也保证了内部经验的留存。
2019 年，顺丰 DHL 始终积极应对市场，业务持续健康增长，3 月至 12 月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在供应链市场中处于领
先地位。全年完成了数十个重点项目的落地，各项运营指标平稳。
2019 年公司供应链业务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 49.18 亿元，其中顺丰 DHL 业务收入自 2019 年 3 月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未来，新夏晖及顺丰 DHL 将进一步为公司带来协同效应，带动公司整体供应链业务稳健增长。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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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分行业
速运物流及供应链

110,901,420,494.93

91,617,157,215.40 17.39%

23.67%

24.35%

-0.45%

报告期内，公司已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按资源项性质准确核算营业成本，但鉴于公司所处的快递物流行业具有典型的网络
特征，存在多流向、多客户、各资源项在各环节中高度交叉共享的特点，因此，无法公允准确地提供区分产品及地区的成本。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按业务年度口径汇总的主营业务数据
□ 适用 √ 不适用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
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准则规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采用新金融工
具准则，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列式如下：
①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规定，企业考虑自身业务模式、以及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特征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②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新旧准则转换产生的累计影响，调整
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019 年财政部发布了《财务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本公司已按
照上述通知编制 2019 年度的财务报表，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列式如下：
①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列示为“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项目，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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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②原计入“其他应收款”中的应收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部分)分拆计入“货币资金”、
“应收保理款”、
“发放贷款
及垫款”等相应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未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③原计入“其他应付款”中的应付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部分)分拆计入“短期借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
“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相应金融负债的账面余额，未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9年合并范围变更情况详见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 财务报告五、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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