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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物流集团

中国物流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

的又一家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由原中国铁

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物流板块的中国物资储运集团有限公

司、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包装有限责任公司4家企业

为基础整合而成。

由中国铁物集团更名为整合后的新集

团，并将中国诚通集团及所属企业持有的相

关企业股权无偿划入整合后的新集团。国务

院国资委和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相同，为38.91%。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物流集团同步引入3

家战略投资者，形成紧密战略协同。中国东方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10%、7.3%、4.9%。

中国铁物被业内称为中国铁路“总后勤

部”，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铁路生产性服务综合

提供商。主营轨道交通产业综合服务和现代

物流综合服务，拥有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

公司（SZ，000927）、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

公司（SZ，002205）2家上市公司。

中国诚通成立于1992年，由原国家物资部

直属物资流通企业合并组建而成。在计划经济

时期，公司担负着国家重要生产资料指令性计

划的收购、调拨、仓储、配送任务，在国民经济

中发挥了流通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2005年

被确定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

中国诚通物流板块的4家企业业务则各

有侧重。中储股份主要从事仓储物流，业务涉

及期现货交割物流、大宗商品供应链、消费品

物流等多个领域；华贸物流则以国际货代为

主要业务，旗下分支机构已发展至90余家；中

国物流是拥有公铁运输、多式联运、国际货代

等服务于一体的物流产业集团；中国包装则

聚焦包装产业。

3家战略投资者的物流业务则分别涵盖航

运、海运、公路运输三方面。“新成立的中国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综合物流‘国家队’，有利

于整合资源，聚焦主责主业，致力于优化仓储

网络布局，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在建设现代流

通体系中发挥领军作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

展研究会研究员吴刚梁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物流行业格局或迎巨变

两家企业的重组早有迹象。在2020年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出，培

育骨干物流企业，鼓励大型物流企业市场化

兼并重组，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今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

任翁杰明到中国铁物调研指导工作时指出，

中央企业作为落实国家战略的排头兵、主力

军，要结合实际，做强做优做大物流产业，探

索出一条具有针对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新的贡献。

目前，中国物流集团经营网点遍布国内

30个省（市、区）及海外五大洲，拥有土地面积

2426万平方米，库房495万平方米，料场356

万平方米；拥有铁路专用线120条，期货交割

仓库42座；整合专业公路货运车辆近300万

辆；国际班列纵横亚欧大陆，在国际物流市场

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这是物流行业的里程碑事件，过往没有

先例。中国物流集团主要还是面向区域、产

业和重大企业端，和低端物流业务有所区

别。从战略投资者上看，航运、海运、公路都

有，没有一点落下的。对于提升物流行业效

率、降低物流费用、提升规模竞争力有深远的

意义。从国际方面来说，有利于中国物流企业

抱团出海，对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有很强的

先导性作用。也有助于国际话语权提升，尤其

是在航运业。”快递物流专家赵小敏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在物流专家张修志看来，现代物流业是

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同时又是科技密集型和

资本密集型行业，受到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和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广泛影响。

但目前，国内物流行业呈现“小、散、弱”

的特征。冠名“物流”的企业虽有数万家，但真

正能提供全程供应链管理的企业较少。绝大

多数企业主要从事运输、仓储等传统业务，此

类业务技术含量不高，从事该业务的门槛低，

公司毛利率普遍偏低。

“一方面，企业觉得物流费用过高，另一

方面，物流企业又觉得自己挣不到钱。现在很

多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物流部，规模效应有

限。中国物流集团的成立对于打通这些症结

颇有意义，可以真正满足各方的诉求，代表中

国物流的发展方向。”赵小敏谈到，集团的运

行还需3-5年才能看到大规模的效果，需要注

重央企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

下一家重组央企会是谁

中国物流集团是央企专业化整合的新动

作。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央

企重组整合正加速推进。

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优化调整是国企改革

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南北车、宝武钢、两船

合并、两化联合等央企重组“大动作”频频。

“党的十九大以来，央企集团层面战略性

重组进入新的加速赛道。下半年将聚焦先进

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在输配电装备、现代物

流、战略性资源、粮食储备加工、海工装备等

领域大力推进央企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翁杰

明在国资委8月25日召开的央企结构调整与

重组工作媒体通气会上表示。

如在输配电装备领域，北京商报记者注

意到，新央企组建实施方案已于8月上报待

批，该集团将由中国西电集团和国家电网公

司下属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工电气集

团等电力装备制造企业重组而成，南瑞集团

旗下3家制造企业也将剥离纳入重组范围。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释放重组红利，实现

“1+1>2”是央企重组的目标。翁杰明透露，下

一步，为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工作

取得更大进展、实现更好效果，国资委还将做

好新央企的组建和接收。即根据国有资本布

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需要，结合产业发展实际，

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团，推动国有资本

向关系国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

设和公益性的行业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中。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王晨婷

又一家央企“巨无霸”来了。12月6日，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原中国铁物与中国诚通物流板

块的4家企业为基础整合而成，同步引入东方航空、远洋海运、招商局集团3家战略投资者。“整合后的新集团将

围绕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需要，着力打造产业链条完整、综合实力强的现代物流企业。”中国铁物此前

发布的公告中如此表述。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物流集团的组建具有里程碑意义，有望给物流

行业带来巨变。

戴珊掌管大淘宝业务

若是仔细算来，距离上一次涉及戴珊的

重要调整时隔仅3个月左右。

在8月23日，张勇发布内部信表示，戴珊

将不再代表集团分管盒马事业群。随后，12月

6日，戴珊的负责范围又发生变化。据了解，戴

珊作为集团总裁，将代表阿里巴巴集团分管

大淘宝（包括淘宝、天猫、阿里妈妈）、B2C零

售事业群、淘菜菜、淘特和1688等业务。

而蒋凡的分管内容也有调整。据介绍，蒋

凡将分管全球速卖通和阿里巴巴国际站两个

海外业务，以及Lazada等面向海外市场的多

家子公司。资料显示，蒋凡自2017年12月起担

任淘宝总裁，并从2019年3月起同时担任天猫

总裁。在2019年12月，其分管阿里妈妈。

据了解，戴珊与蒋凡的业务任命将于

2022年1月1日起生效。与此同时，内部信还提

及，2022年4月1日起，已在阿里工作15年的武

卫将不再担任集团首席财务官，由集团副首

席财务官徐宏接任。武卫将继续担任集团执

行董事，并担任集团董事会下设的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成员。

张勇认为，此次调整的原因主要是在大的

周期变化中，进一步升级企业的多元化治理体

系，在各个业务领域用更清晰的战略蓝图、更

敏捷的组织面向未来，真正创造长期价值。

融合B、C端

事实上，在戴珊接管大淘宝业务前，其于

2017年1月起担任产业电商事业群总裁。资料

显示，该事业群包括了国内外批发业务阿里

巴巴国际站、1688、全球速卖通、淘特和数字

农业。在今年3月，戴珊担任社区电商事业群

总裁，负责淘菜菜业务。

因此，戴珊此次接手大淘宝业务，也意味

着阿里的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两大板块

将进一步互通。集团业务管理将不再以B端和

C端进行划分，而是分为“中国数字商业”和

“海外数字商业”两大板块。

如今，不止阿里，拼多多、京东也颇为看

重B端业务的重要性和意义。一方面，随着平

台用户体量逐步庞大，依仗新用户带来的增

速已经可见“天花板”。以拼多多来说，财报显

示，2021年前三个季度，平台单季活跃买家新

增数量从3580万降至1740万。而从全国电商

消费来看，除去2020年因疫情带来的增长，国

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6-2019年，快递业务

量同比增速从51.4%持续下降至25.3%。

因此，向B端供应链寻找盈利点成为电商

巨头在三季度财报中共同传递的信息。例如

拼多多计划将过去五年在营销方面的重心更

多地转向研发，推动农业数字化。而承担京东

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的京东物流，其在三

季度的外部客户收入占比超过50%。而阿里

除了将三季度下滑的净利归因于在关键战略

领域如淘特、本地生活服务等加大投入，还包

括了对商家采取了系列支持举措。

精简供应链路，提升产销两端的流通效

率并降低成本，近几年电商通过直链生产端

既是为了争取更具吸引力的价格，也是寄希

望于以单一营销获取流量之外，再寻找可持

续的增长路径。

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

帅认为，阿里此次调整一是将原来分散的各

自为政的零售业务进行整合，以应对激烈的

竞争。其次，打通阿里生态的供应链体系也有

利于其整合资源，提升效率并降低成本。“接

下来阿里还会精简组织。”他判断称。

缩短管理链路

事实上就在数天前，市场便传出阿里架

构调整的风声。据部分媒体报道，张勇正将权

力下放给公司各业务部门总裁，担任“迷你

CEO”的角色，以便每个部门能够更好地抵御

竞争，重振低迷的销售，重塑公司整体形象。

对于该消息的真实性，截至发稿，阿里相关负

责人暂未向北京商报记者回应。

不过，从7月起，阿里已经进行多次重大

业务调整，包括俞永福分管高德、本地生活和

飞猪组成的生活服务板块，并担任本地生活

CEO；刘鹏担任新成立的天猫超市和进出口

事业群总裁；盒马事业群总裁侯毅由向戴珊

汇报转为直接向张勇汇报。

将业务资源打通整合，或是缩短管理和决

策链路来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作为第一大

电商平台的阿里，也不得不及时调整庞大身

躯应对来自各个细分赛道的炮火。数据显示，

今年“双11”，阿里销售额增幅仅为8.5%，与去

年同期的26%拉开较大差距，这一定程度上

折射了阿里电商业务的增长急需新的引擎。

可以看到，在今年，不仅是美团、京东、拼

多多这类老对手在重叠业务上施加压力，字

节跳动、腾讯等也在通过打通资源、简化决策

流程等方式悄然打通电商各个环节实现业务

串联。据了解，11月2日，字节跳动CEO梁汝波

在内部信提及，今日头条、西瓜、搜索、百科等

业务将并入抖音，集团六大业务板块负责人

均向梁汝波汇报。随即，12月2日，市场便传出

抖音已完成对潮流电商平台“抖音盒子”App

研发的消息。

“有过人事工作经历，长期主管2B业务的

戴珊则对中国的企业市场和精耕细作更有感

觉。而在国内用户增长进入瓶颈期的当下，国

际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因此也适合技

术出身有过创业和谷歌工作经历的蒋凡。”电

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员赵振

营认为，这一调整预示着阿里将在国际市场

注重用户增长，而国内市场则侧重于生态建

设和企业赋能。 北京商报记者何倩

阿里巴巴组织架构迎来重大调整。12月

6日，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发出

内部信。内容显示，戴珊将分管大淘宝业务，

包括淘宝、天猫和阿里妈妈，而蒋凡负责全球

速卖通等国际业务。戴珊拓宽分管权限，意味

着阿里B端和C端电商业务将进一步互通。

“更清晰”“更敏捷”等词汇在阿里内部被反复

强调，缩短管理链路以应对激烈竞争，将成为

阿里扭转被动局面的重要策略，22岁的“大

象”将如何在市场变化中起舞？

整合专业公路货运车辆近300万辆

期货交割仓库42座
铁路专用线120条

料场356万平方米

库房495万平方米

拥有土地面积2426万平方米

中国物流集团情况一览

中国铁物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同比增加35.32%

约433.18亿元

营收 净利润

约7.6亿元

同比增加4.97%

拼多多三大电商平台2021年度活跃用户变化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单位：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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