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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物流第一股”顺丰同城赴港IPO

北京商报2021.7.2

方案量身打造 旅游定制师带你“说走就走”

编者按：在党领导人民进行奋斗的新时代，诞生了许多新职业、新工种。这些新岗位上的新打工人，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借助生活品
质的提升和消费升级的时代契机，改变了原来工种模式和工作流程。也正是这些新打工人的出现，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他们自身于时代中的获
得感也明显提升。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北京商报遴选了最有代表性的“新打工人”，用他们的职业故事，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体现当代社会奋斗向上的积极面貌。

原来的“品质”二字可能是旅游服务行业的目

标，但随着行业、市场、用户需求的改变，如今，“品

质”已经成为了旅游服务最基础的底线。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

蓝皮书（NO.13）》报告，预计2021年国内旅游人

数41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3万亿元，分别比

上年增长42%和48%。与此同时，旅游市场将呈

现客源地由中大型城市向中小型城镇的梯度下

沉。并且，2021年将是近年来旅游性价比的高

点，旅游需求将沿着需求曲线向“价低量升”方

向移动。

近日，文旅部公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中也指出，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深化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大众旅游、智慧

旅游和“旅游+”“+旅游”，提供更多优质旅游产品

和服务，努力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

现代旅游业正在向品质升级迈进。

而旅游定制也恰恰是这种倾向于高质量的旅

游。刘海秋还聊道：“国人的消费已经升级，已经从

过去简单的开眼界逐渐变为要去体会情感上的共

鸣，逐渐从以前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慢慢变成一

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消费主体的思路变了，所

以我们的思路也必须跟上，这样才能够满足客户

的需求。”

“同时，随着国内旅游平台推出各种旅游服

务，也进而导致了行业之间的竞争加剧，从而让整

个市场的行业标准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各个旅游

从业者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加深对品质的认知，

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为工作付出。很多年前，我们提

起导游、地接，这些可能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工作，

但是，在如今又提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职

业也并不是那么的单一，现在旅游服务中也涵盖

了很多高新技术，而这些职业也已然升级。”刘海

秋谈道。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我们，选择定制旅

游，这在未来也将会成为一种大的趋势，更多的人

愿意去享受高品质、更精致的旅游。我的脑子里藏

有很多‘宝藏’，不仅有高级精奢的酒店，还有充满

民间气息的四合院，不仅有庄重严肃的博物馆，还

有典雅清幽的皇家园林。”刘海秋说。

作为旅游定制师的刘海秋见证了旅游业在经

历了疫情之后的变化，如今有成千上万的旅游定

制师像刘海秋一样正在逆流而上，拥抱着逐渐复

苏的旅游行业。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

2020年的疫情，令整个旅游业猝不及防。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在疫情时期去选择做一

名旅游定制师，我觉得自己也是很有勇气

的。”刘海秋说道。

早在2003年，刘海秋就职于一家旅行

社，17年来，一直从事着入境旅游地接服务。

在刘海秋看来，当时旅游市场刚刚兴起，入

境游客的数量超过出境游客数量。在跟团游

成为旅游市场主流的时代里，如何安排好整

个团的行程，是刘海秋最主要的工作。在那

个年代里，并没有服务于个体的意识，整个

行程的安排，也并没有太多的在线上和线下

进行转换。刚刚入行不久的刘海秋怎么也没

有想到，17年后，自己将依托互联网直接面

对客户。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游客们参团的费用

也由最早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人均旅游

消费更是不断呈阶梯式的上涨。后来的北京

入境旅游中，已经很少看到廉价团、低价团，

取而代之的都是品质游。

“一开始入境的客人还比较多，但随着后

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的提升，需

求越来越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也逐渐

产生。游客们不再想要‘上车睡觉’‘到点拍

照’的旅游体验，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深度化地

体验当地的人文风土；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不

愿意在一起吃团餐，反而想品尝一下胡同里

地道的北京美食。”刘海秋坦言。在从业17年

间，刘海秋手里的客户资源也逐渐增加，于

是，刘海秋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在高速发展的

旅游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转型，是因为疫情的

改变。”刘海秋谈道，因为疫情，境外所有的

旅游都停摆了，入境地接的工作也就不得

不暂停。不仅仅是这样，传统的旅游市场在

不久前就已经出现萎缩。然而，就在此时，

旅游定制市场便从一开始的只有小众人接

受演变成如今的行业“黑马”，而旅游定制师

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风口职业。“最近几年

来，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小波游客不愿意跟

随‘大部队’的行程，就想玩一些目的地中有

特色、有个性的行程，于是根据游客的需求，

我们最早做定制游的产品便随之出炉了。”刘

海秋表示。

哪条街上能吃到真正地道

的美食， 哪条街上有特色的酒

店，哪里有好玩的景点，能够回

答这些问题的人非刘海秋莫属

了，毕竟这些内容都深深刻在她

的脑海里。如今的她已经比北京

人还了解北京， 北京的每个角

落、 每一条街都曾经有她的身

影。从入职旅行社做地接，到成

为拥有上万客户的旅游定制师，

在旅游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

19载的刘海秋，也在见证着旅游

行业的变迁。

品质生活是最大的市场

原来的“品质”二字可能是旅游
服务行业的目标， 但随着行业、市
场、用户需求的改变，如今，“品质”已
经成为了旅游服务最基础的底线。

告别跟团时代

旅游定制市场便从一开始的只
有小众人接受演变成如今的行业
“黑马”，而旅游定制师也成为了一
个新兴的风口职业。

2020年4月，刘海秋入行旅游定制

师，而她对于旅游的热爱再次得到释

放。“虽然整个行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复

苏比较慢，不过人们想要旅游的愿望并

没有缩减，反而变得越发强烈，这种背

景下，旅游定制化的需求反而开始增

加。”刘海秋表示。

在经历过疫情影响下的短暂低谷

后，旅游定制市场也由于精品化、不聚

集的特点备受青睐。

携程定制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年，国庆长假，国内定制需求单同

比增长75%，恢复并且超过去年同期的

水平。特别是国内的高端定制需求增长

300%。平台上从事国内游定制的1000

多家供应商全面复工，旺季定制师供不

应求。“真的难以想象，现在旅游定制行

业可谓旅游市场上的‘黑马’，这些都得

益于我们国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所做的

努力。未来随着旅游市场不断变化，私

人化、定制化、小众化将持续成为市场

上的新趋势。”刘海秋认为。

不同于以前的地接，旅游定制师是

依托平台，线上和线下会不断地进行转

换，比以前的传统旅游行业的流量大了

很多。而且还需要定制师来直面客户，

直接跟客户做线路的推广、价格的结

算，同时也包括合同的签订，与原来的

传统旅游行业虽有相似，但完全是另外

一种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

自从入职旅游定制师以来，刘海秋

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白天从平台系统

开始，电话、微信就接连不断，有的白天

刚踩完点，晚上就要马不停蹄地回单位

开会，而这会开着开着就到了深夜。

“原来跟团游都是流水线，100个团

可能都是一个线路，好几年不变，导游

带了一个团后面的就属于重复劳动

了。”但定制游不同，刘海秋称，游客定

制的这一天可能会玩6个小时，在这6个

小时的背后，是刘海秋团队花数十个小

时去踩点、制订计划、联系沟通后，通过

“换位思考”规划出的方案，往往为了让

客户有的选，刘海秋团队至少还要提供

3条游玩线路，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到，现在游客开始

为服务买单了，而在以前，服务是很廉

价的。”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

展，大家都感受到了OTA平台的高效、

快捷、价格公正透明，过去低价团纷杂、

血拼价格的时代逐渐过去，取而代之的

更多是一个一个精美、定制化的私家

团。“人们对于出行要求提升了，现在，

疫情变化后的安全出行成为客人的首

选，此外，性价比高的美食、民宿也成为

游客们寻找的对象。”刘海秋谈道。

据了解，2016年，携程定制旅行平

台正式上线，其业务规模便迅速扩大，

需求单量连续3年以三位数速度增长，

到了2019年，该平台就聚集了1500多家

供应商、6000余名定制师。“旅游定制师

的增多，也让我们不得不寻找更有意思

的产品和线路，能够服务好游客。”刘海

秋说道。

“虽然我在平台得到了满分好评，

但是这个分数并不值得炫耀，因为我

们的这个工作确实很难做到尽善尽

美……”刘海秋付出很快就有了回报，

在刘海秋成为旅游定制师当年10月，她

便在携程供应商大会中被评选为优秀

定制师。也许这就是一名优秀旅游定制

师的职业自觉吧———他们的快乐也就

是游客们在旅途中产生的愉悦。

而这个和旅游行业密不可分的新

兴职业，现在也逐渐成为了旅游市场的

香饽饽。2020年9月1日，中国旅行社协

会标准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旅游定制

师等级划分与评定》团队标准，为旅游

定制师的从业资质、知识要求、技能水

平等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游客开始为服务买单

过去低价团纷杂、 血拼价
格的时代逐渐过去， 取而代之
更多的是一个一个精美、 定制
化的私家团。

在顺丰房托登陆港股后，顺丰的同城业

务板块———顺丰同城，离港股只差一步之

遥。6月30日晚间，顺丰控股旗下杭州顺丰同

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同

城”）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从推出同城即时

物流业务到品牌的独立运营，顺丰用了三年

时间。而品牌独立才20个月，顺丰同城就已

经准备分拆上市。着急上市背后，顺丰同城

仍背负着成本重压，这也成为了即配物流行

业的一道难解题。

离上市临门一脚

顺丰同城首次披露了近三年经营的相

关数据。财报显示，2018-2020年，顺丰同城

营收分别为9.93亿元、21.1亿元、48.4亿元，

其订单量在2020年也获得大幅提升，增长至

7.6亿单。从平台体量来看，截至2021年5月

31日，顺丰同城急送平台注册的骑手超过

280万名，注册商家数量达53万户，用户数达

1.26亿。

根据过往资料来看，2016年，顺丰同城

诞生于顺丰同城事业部。2019年10月，其从

顺丰集团走出，开始独立运作业务。2021年6

月底，顺丰同城递交招股书赴港上市。严格

来说，这家年轻的公司从真正独立运营到奔

赴资本市场，时隔不到两年。

若以同行如UU跑腿、达达集团、美团、闪

送等为参照物，顺丰同城算是即配赛道的后

来者。不过这也让顺丰同城获得了诸多业务

经验。除了提供C端用户所需的跑腿服务，顺

丰同城还服务于大品牌商家如喜茶、必胜

客，以及中小商家，在运力紧张时期，顺丰同

城也会分担顺丰速运的落地配送服务。

盈利能力至关重要

事实上，即时配送业务凭借灵活的服务

特性，在2020年一场疫情中迎合市场无接触

需求，一时间迎来高速增长。一位即配平台

的高管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即时配送在一

线城市的接受度和渗透率很高，但因为疫

情，这类服务开始被更多下沉市场用户感

知，从而加速了企业的业务拓展。

然而，从顺丰同城，或是达达集团、美

团的财报数据来看，人力成本和营销成本

一直是即配物流两座“大山”。2018-2020

年，顺丰同城在骑手外包开支上分别花出

10.5亿元、21.1亿元和48.6亿元，占营业成

本比重分别为85.4%、86.4%和96.6%。其

营销及推广开支由2019年的3371.5万元增

长至2020年的1.11亿元。而2020年达达集

团、美团仅在骑手成本上就分别达到47.2

亿元和487亿元。

在财报中，顺丰同城提及，公司进一步

优化骑手组合及成本结构对未来的盈利能

力至关重要，以平衡生产力、收入及福利，从

而提升骑手表现和挽留骑手。公司将不断优

化运力池结构和成本结构，加强所有场景下

骑手的调度安排。

市场3-5年成熟

在同城即配的牌桌上，头部玩家要么仍

在亏损，要么不断融资，何时能扭亏为盈，局

内人似乎心里也难有谱。资料显示，2020年，

达达集团净亏损从上年的16.7亿元扩大到

17.05亿元。而闪送在今年3月实现1.25亿美

元进账，这已经是其第11轮融资。

顺丰同城对未来也有着危机感。其在财

报中坦言，由于未来需要提升配送服务能

力，开发推出新服务，扩大现有市场的客户

群并打入新市场，公司的成本及支出未来可

能会增加。2018-2020年，顺丰同城年内亏损

及综合亏损总额分别为3.3亿元、4.7亿元、7.6

亿元，而毛亏损分别为2.3亿元、3.4亿元、1.9

亿元。

此外，借助疫情带来的增量，即配需求

还能维持高位多久，顺丰同城在财报中也表

达了审慎态度。其表示，市场饱和、对产品服

务需求减少、竞争加剧、未能吸引新骑手等

原因或会影响平台的订单增长。值得注意的

是，顺丰同城目前主要依仗大客户收入。财

报显示，2018-2020年，前五大客户占总营收

比例分别为67.7%、67.1%和61.2%。最大客

户收入占比在2020年达到33.6%。

在财报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顺丰同

城正试图提高其他业务增量，即配主营业务

营收占比由100%略微下降至99.97%，144.6

万元这部分其他收入主要与线上团餐服务

平台有关。为了扩大业务面，据了解，除了为

企业团餐“丰食”平台提供配送，6月底顺丰

同城还接入了微信物流服务体系，来切入各

类小程序商家。

快递专家赵小敏认为，预计得历经3-5

年时间，即配市场才会真正成熟，企业必须

具备强大的数据技术支撑、精细化运营和足

够的资金实力。而对顺丰来说，其细分业务

板块相继登陆资本市场，将成为必然之势。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何倩

2020年

2021年预计

国内旅游人 数

41亿人次，国内

旅游收入3.3万
亿元， 分别比上

年增长42%和

48%。

国庆长假， 国内定制需求单同比增长75%，
恢复并且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特别是国内的

高端定制需求增长300%。平台上从事国内

游定制的1000多家供应商全面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