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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快递 (ZTO US; 15.72 美元; 目标价: 20 美元)  
份额续升  税收优惠增厚利润    
 
近日公司披露了 2017 年四季度及全年业务和财务数据，2017 年净利润增长 62.1%至 33.25 亿，管理层召开

业绩电话交流会，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Q4 包裹量同增 35.8%，环比增速放缓，2014 年包裹量同增 38.3%，市场份额提升至 15.5% 
公司 2017 年 Q4 完成快递业务量 20.15 亿件，同比增长 35.8%，受去年四季度业务量基数较大影响，Q4 增速

环比 Q3 回落 3.6pct。公司 Q4 增速超出行业平均增速 11.5pct，市场份额继续提升。公司 2017 年实现快递业

务量 62.19 件，同比增长 38.3%，市场份额相比去年提升 1.1pct 至 15.5%，居行业第一。公司在保持业务量

快速增长同时，服务质量提升，2017 年公司快递申诉率低至行业前三。 
 
多重因素致 Q4 ASP 环比下降 2.3%，公司 2017 年 ASP 同降 6.0% 
Q4 旺季之下，公司 ASP 环比继续下降，主要原因三点：1) 直跑车占比提升，减少部分中转费收入；2) 小件

占比提升，公司 Q4 快递单票重量为 1.15kg，同比去年 1.23kg/件下降 6.5%；3) 电子单占比提升推动每面单

收入下降，公司 Q4 电子单占比为 93%，去年同期为 73%。公司 2017 年单票收入为 1.96 元，同比去年下降

6.0%。 
 
收购和直营 B 端客户占比提升致 Q4 毛利率下降明显 
公司 17 年 Q4 毛利率为 31.3%，环比 Q3 下降 4.9pct，受 Q4 毛利大幅下降影响，公司 17 全年毛利率相比去

年下降 1.9pct 至 33.3%。公司 Q4 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在于 1) 17 年 Q4 公司收购 China Oriental Express 公

司进军货运业务，毛利率较低，拖累公司整体毛利水平；2) 公司增加了对毛利率较低的直营 B 端客户的业务

量 (B 端客户收入包含派送费)，导致毛利率受到影响。剔除上述因素，公司毛利率回升至 37.3%，仍居较高水

平。 
 
公司控本能力突出，税率优惠推动净利率上升 
17 年公司实现成本进一步较快下降。运输成本方面，规模效应、较大空间自营货车占比提升、运输路线持续

优化推动公司运输成本下降明显，单票运输成本下降 6.6%。同时，公司通过增加自动化分拣线的运营使得单

票中转分拣成本下降 8.7%，18 年公司计划新增 20-30 条自动分拣线，进一步推动成本下降。公司净利率同比

提升 3.2pct 至 24.2%，在毛利率下降的不利影响下，公司净利率提高的原因在于公司 17 年被国家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享受 15%的较低税率，增厚约 2.86 亿元利润。  
 
风险提示 
电商网购需求增速下降，竞争加剧，网点管控问题。 
 
建议关注 
公司披露 18Q1 业绩指引，预计完成业务量 15.04-15.27 亿件，同比增长 28%-30%，实现调整净利润 6.7-7 亿

元，同比增长 33.1%-39.1%。考虑公司通过外延并购进入货运行业，并且拓展云仓储方案解决业务，上调

2018/19/20 年 EPS 预测至 5.75/7.55/9.93 元 (2018/19 年原预测为/5.07/6.56 元)。预期市场份额料继续提升，

快递价格趋稳有望提升估值，建议投资者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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