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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范式主导下的我国物流产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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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流产业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培育的新兴基础产业,它的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关系到其他产业的发展。依据市场结

构 ) 市场行为 ) 市场绩效的范式研究我国物流产业, 建立一个基于 SCP范式的物流产业整合四维向量模型,根据此模

型提出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发展的物流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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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社会物流总额,指一定时期内初次进入社会物流领域, 经社会物流服务, 已经或正在送达最终用户的全部物流的价

值总额。

  物流产业是我国近年来重点培育的一个新产业,

而当前物流市场上物流商数目繁多,但是缺乏有竞争

力的大型专业化物流公司, 导致物流市场上竞争无

序,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为此本文从经典产业组织理

论 SCP 范式入手探讨我国物流产业整合问题。

1  我国物流产业的 SCP 分析

美国 Bain教授等提出产业组织理论的 SCP 范

式,由市场结构( Market St ructure)、市场行为( Mar-

ket Conduct ) 、市场绩效( M arket Per for mance)等要

素构成[ 1]。Bain教授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和

市场绩效,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又对市场结构有影

响。

11 1  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市场内的竞争和垄断相对程度
[ 2]
。

决定市场结构的因素主要有市场规模、市场集中度、

产品差异化、进入和退出壁垒等。

市场规模主要从社会物流总额和第三方物流市

场的规模来研究。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 2005

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①累计为 481 1 万亿, /十五0期

间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达到 251 74%,

2005年中国第三方物流约为 1 000亿。市场集中度

一般用行业集中度( Concentrat ion Rat ion)来衡量。

其中物流行业中前 4 名的市场占有率为 CR4 U

01 129,前 8名市场占有率为 CR8 U 01 209,根据 Bain

的产业结构衡量标准,我国物流产业应该属于低度集

中的市场
[ 3]
。产品差异化,我国大多数物流企业仍然

只能提供单一的物流服务,中国前 10名的物流企业

中, 8家以运输为其核心业务, 2家以仓储为其核心业

务
[ 1]

,没有一家企业将无形资产管理和货物代理作为

其核心业务
[ 2]
。进入和退出障碍,由绝对成本优势壁

垒、政策法规壁垒和规模经济壁垒组成。

11 2  市场行为

价格策略: 我国物流市场上,各个物流服务提供

商为了夺取市场份额不断进行价格竞争,形成一种恶

性竞争的局面。

非价格策略:非价格竞争是指在产品的价格以外

或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借助于产品有形和无形差

异、销售服务、广告宣传及其他推销手段等非价格形

式销售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形式。

11 3  市场绩效

物流效率: 2003 年, 我国物流成本占 GDP 的比

重为 211 5%, 而到 2005 年这个指标为 181 6% [ 4] , 但

是发达国家这个指标早已经降到了 10%左右, 一方

面说明我国物流产业逐步由粗放型向追求效率型发

展阶段迈进,另一方面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的物流

效率还有很大的差距。

物流资源配置效率:根据《中国现代物流发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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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2006)的调查数据显示, 2005 年我国物流企业自

有车辆利用率在 70%以上的占 691 76% ,物流企业现

有仓库利用率在 70%以上的占 781 80% ,物流企业中

使用 EOS的占 121 10%, 使用条形码的占 271 30%,

使用 EDI 的占 281 90%, GPS 的占 91 10%
[ 4]
。

2  基于 SCP 范式的中国物流产业整合

根据 SCP 范式研究我国物流产业资源整合,分别

从市场行为、市场结构、物流绩效和物流产业政策这四

个面建立一个物流产业整合的四维向量模型,见图 1。

图 1  SCP 范式下的物流产业整合模型

21 1  市场结构方面

1)市场集中度。我国的物流市场目前在部分市

场上形成了外资物流企业、国有大型物流公司和大型

私营公司的/三足鼎立0局势, 但是市场整体上的集中

度偏低,没有能够主宰市场的物流企业,这样,我们的

物流运作没有达到规模效应, 效率低。

2)产品(服务)差异化。迈克尔 #波特教授总结

出三个一般性竞争战略: 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

重点集中战略
[ 5]
。具体到物流行业我们可以采用规

范和设计好物流服务、提供独特的物流信息服务、接

受一体化物流和专业化外包服务、提供多种组合的物

流增值服务、提高服务质量、优化物流网络、创新服务

与作业方式、实现物流作业自动化和智能化等。

3)市场进出壁垒。物流市场的进出壁垒坚固,这

些壁垒包括高额的物流固定设施设备投入、物流信息

系统构建、物流人才培养和配置、物流政策的倾斜与

管制、物流市场本身的竞争程度等。针对物流市场这

种高进入和退出壁垒的行业, 进入者需要具备强大的

资源实力、网络实力、技术实力和运作实力。

21 2  市场行为方面

1)兼并收购行为。2004 年以来, 各国物流巨头

加快了资产重组和对外兼并步伐, U PS 以 11 5 亿美

元的现金及承担 11 1 亿美元债务的形式, 收购了

CNF 旗下的万络全球货运代理公司, T NT 以 21 57

亿欧元收购 Wilson物流集团, DH L 出资 11 22 亿美

元控股印度蓝标快递公司。UPS用 1亿美元回购了

与中外运合作时的大部分业务,嘉里建设收购大通国

际运输 70%的股权 [ 6]。兼并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必

由之路,这个趋势的背后反映物流市场环境的变化,

以及由此带来的物流服务新需求。

物流企业可以根据特定的内外部环境通过收购、

合资、战略联盟、托管、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企业间的

兼并重组。综合使用这些手段,剥离物流企业的非核

心资产,理顺企业的业务功能, 物流企业将走向专业

化、网络化的道路。

2)物流技术策略。现代物流条件下,物流信息技

术的功效得到充分发挥。先进制造技术、仓储业和运

输系统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收集和传递的电子化与

网络化、预测系统和决策系统的智能化, 这些都是引

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手段。物流企业主要采用以

下三个方面的技术: ①标准化技术:包括信息标识标

准化、信息自动采集标准化、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化等

方面。②网络化技术:配送网络、电子订货系统、数据

交换网、增值网络等。③智能化技术:专家系统、预测

系统、库存决策系统、运输路径优化系统、自动导引车

控制系统、自动分拣系统、配送中心管理系统、客户服

务咨询和信息反馈系统。

3)业务流程重组。1990年,美国 MIT 的 Hammer

教授提出业务流程重组(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PR)的概念。根据流程范围和重组特征,可将物流企业

的 BPR分为以下三类: ①功能内的 BPR。传统层级式

组织结构下,公司管理结构重叠, 而且工作流程经常出

现断层,而重组业务功能内的流程就是用计算机代替过

去的人工工作, 取消这些业务的中间层。②功能间的

BPR。在企业范围内,跨越多个职能部门边界的业务流

程重组,打破部门的界限,实行团队管理, 以及对设计、

工艺、生产制造采用并行交叉的作业管理等。这种组织

结构灵活机动,适应性强,将各部门人员组织在一起,使

许多工作可平行处理,从而可大幅度地缩短新产品的开

发周期。③组织间的 BPR。这是指发生在两个以上企

业之间的业务重组,涉及到整条供应链的优化。采用信

息技术,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缩短了生产周

期、销售周期和定货周期,减少了非生产性成本,简化了

工作流程。这类BPR是目前业务流程重组的最高层次,

也是重组的最终目标。

21 3  物流绩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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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流效率。据统计 1999年,我国工业企业物

流资本周转速度为 11 2次,商业流动资本平均周转速

度为 21 3次,而发达国家的年周转素缎为 15- 18次,

我国这一指标迄今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 7]
。海尔

的资本周转速度是一年 15 次, 而国外零售巨头如沃

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公司的资本年周转速度都在

20次以上。

2)物流速度。物流速度可以定义为:完成一项物

流业务所需要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可以以小时、天、

月、年来衡量。物流产业整合加快物流资本周转速度

和提高物流作业效率, 降低物流成本, 提高物流企业

和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3)物流运作成本。物流运作成本包括存货成本、

运输成本、加工成本、货损成本、搬运成本、信息成本、

管理协调成本等。整合物流产业和物流资源,运用现

代化物流技术提高运作效率, 降低存货成本和运输成

本,防止货损,实现信息便捷共享。

3  物流产业政策

31 1  培育物流需求,规范物流主体

企业竞争将主要精力放在核心业务上,对非物流

企业来说,将物流等业务外包给专业性的第三方物流

来运营已经成了一种趋势和必然,同时,政府对物流

市场进行规划和引导,采取优惠政策刺激第三方物流

市场。

规范物流产业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物流服务质

量标准及行业规则。我国目前的物流管理分散在铁

道、交通、民航、内贸等不同政府部门,各个部门分割,

严重制约我国物流市场的主体发展。国家需要逐步

废除不符合市场竞争原则、违反国家法律的地方保护

主义、区域封锁、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等人为非正当

干预。制订相关的物流法规, 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保

障体系,确保物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31 2  鼓励物流行业资源整合

政府出面引导物流企业进行物流产业资源的整

合或创建一体化物流联盟, 主要从企业资源、客户资

源、能力资源、信息资源、分割市场等方面着手重组,

物流企业在进行物流资源整合时,对企业内部资源整

合是利益的调整, 对企业外部资源整合是价值的交

换。21世纪的竞争主要依靠核心企业对整条行业供

应链的整合取胜,而核心物流企业必须达到一定的产

能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具备国际竞争力。

31 3  推广物流新技术与作业标准

政府需要逐步推广国内外先进的物流设备和技

术,制订适合物流行业的作业标准,在经济开发地区

重点扶持示范性现代物流企业发展,引导这些物流企

业实现物流现代化、智能化和标准化,通过加强物流

区域信息网络建设,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电子化物

流,提高物流作业速度, 降低物流运作成本。采用信

息的存货管理模式与技术、运输实施监控系统、供应

商管理库存、即时生产等先进技术加快商品周转速

度,提高物流资本的运作效率。

4  结束语

我国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物流企业提高自

身竞争力, 需要广大物流需求商给予第三方物流企业

足够的信任,需要物流行业内部自律,更需要政府部

门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科学指导和保障物流产业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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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 Subject to SCP Method

FEN G Xiao-bin, GUO H ong-x iang
( Business School of Xiangtan Un iversity, Xiangtan H 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L ogis tics indust ry is a new fundamen tal indus try that ou r count ry focuses on it1 Th e qual ity and com pet it ive of logist ics indu st ry w ill

b ring great inf lu ence to oth er indust ries1 Basing on Market St ru cture-Market Conduct-Market Performance method to study China's logi st ic indu s-

t ry, w e const ru ct a four-dimension- vector mode of logis tic in dust ry, and put forw ard indu st ry pol ic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 ics1

Key words: SCP meth od; logist ic indu st ry; in du st ry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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