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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汽车后市场迎资本角逐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记者李志勇）12 月 7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
为《万亿汽车后市场迎新一轮资本角逐》的报道。文章称，随着京东宣布
完成对淘汽档口的收购，正式进入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又迎来新一轮
资本进入的热潮。同时，汽车后市场连锁服务品牌车享家日前也正式宣
布获得由平安、中国太平和招商财富共同投资的约 10 亿人民币 B 轮融资。
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汽车后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潜
力巨大的市场，也成为资本关注的焦点。前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
进，一大批在线洗车、在线保养、在线二手车等互联网汽车后市场平台如
雨后春笋般出现。与之前强调轻资产的模式不同，现在这些后市场平台
更关注重资产、线上线下打通和消费者体验。再加上资本的大量进入，国
内的汽车后市场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态势 汽车后市场再迎资本热潮
据了解，京东将在淘汽档口原有业务和平台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升级，
打造国内首个汽车后市场全产业链一体化平台。而阿里、易车等一大批
互联网企业都开始进入汽车后市场领域，汽车后市场迎来新一轮资本角
逐。
据公安部交管局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2 亿
辆，平均车龄已接近 5 年，即将进入汽车维修等后市场需求的高峰。交通
部门预计，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均增速将超过 30%，2018 年以后规模有望突
破万亿元。
如此庞大的市场必然会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
大举进入汽车后市场领域。只在近半个月内，就有数起关于汽车后市场
的投资达成。
日前，国内用车问答服务平台“汽车大师”宣布获得易车、戈壁创投投
资的 4200 万元 A 轮融资；嗨修养车也宣布完成新一轮数千万元融资；车享
家 12 月 1 日正式宣布获得由平安、中国太平和招商财富共同投资的约 10
亿人民币 B 轮融资。
途虎养车则在近几年连续获得多轮千万级融资，在近期完成了 D 轮
首笔融资后，市场估值达到 50 亿元人民币，汽车后市场行业独角兽地位
逐渐显现。从初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相对标准化的轮胎项目，到提供高
质量的汽车养护服务，提高用户粘度并形成品牌认同，使得线上＋线下的
养车体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构建品牌全生态。
对于这些资本投资的新动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自 2015 年后，新一
轮资本密集进入汽车后市场的热潮。随着技术的推进和市场成熟度的提
高，整合汽车后市场的时间窗口已经成熟。尤其是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
的线上平台已经开始具备这个能力和资源，这将有望彻底改变汽车后市
场的秩序和格局。

前景 重资产专业化成未来趋势
在上一轮资本对汽车后市场的布局中，大量轻资产的上门服务平台
一时间遍地开花。在缺乏完备的线上线下服务网络和服务能力的情况
下，各大平台开始了疯狂的价格拼杀，
“ 一元洗车”
“ 免费保养”等火爆一
时。但这些平台在烧完了第一轮投资后，大部分都很快销声匿迹了。受
此影响，汽车后市场也迎来一段时期的资本寒冬。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对汽车后市场互联网平台线上线
下的重资产模式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识到汽车后市场业务对线下服务
的标准化、场景化的依赖，
以及专业化服务对于汽车后市场的重要程度。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宏表示，出行领域一直是投资
的热点，如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但轻资产的模式越来越不被投资者看
重。完善的线下服务能力和规模化布局成为投资人关注的重点，纯线上
的模式现在已经很难再获重视，而且由于线下资源很难撬动，纯线上模式
要走向线下也非常艰难。
例如，车享家背靠上汽集团，选择了自建直营店的模式，已经发展为
综合店、中心店、社区店、加油站店等多样化的门店；业务也在走向多元
化，除了以汽车维修保养切入的后市场基本业务，还新增了许多特色服
务，比如上门接送车、紧急救援、星夜救援等服务，目前已在全国达成“百
城千店”的高密度布局。
而途虎养车注重平台标准化建设，构建线上供应链体系和线下服务
体系，在全国构建了途虎工厂店与安装合作服务门店为主体的线下服务
网络，并且构建了自有的仓储物流体系。
一些专家表示，汽车后市场的空间很大，但目前很少有人能将整个产
业链条整合在一起。市场经营主体分散、服务参差不齐仍然是这个行业
目前最大痛点。正因如此，今年以来，资本布局汽车后市场的关注点，逐
渐从流量转移至服务和落地之上。

转型 市场
市场格局将迎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汽车后市场蓝皮书数据显示，汽车后市场整体行业利润可
达到 40%至 50%，而个别细分行业的利润则更高。在发达国家，汽车制造
与销售的利润约占整个汽车产业利润的 20%，零部件供应利润约占 20%，
其他 60%的利润是在服务领域中产生的。而目前我国汽车后市场可开发
利润仅占 10%左右。
同时，统计数据显示，在 4S 店体系之外，目前市场上共有超过 40 万家
汽车维修服务店。但其中，拥有二级以上资质的汽车维修店不足十分之
一，服务质量远未达到消费者要求。
对此，专家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进，未来传统的那种“小、散、
乱”的路边店，以及那种成本高企、服务死板、不便捷、用户体验差的专营
店模式都将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市场境地。
取而代之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打通线上线下资源，通过线上实
现便捷服务的平台，同时通过品牌化、标准化的线下网点给消费者以良好
的体验。结果是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新格局，众多有着强大线下基因和
产业资源的参与者，
将会引领整个行业的变革。
陈宏表示，在汽车后市场领域一定会出现独角兽企业。参与汽车后
市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长期有盈利能力的团队会更被看好。而
重资产的模式无论是从运营、管理还是资源调动方面，都具有别人无法比
拟的优势。

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风光。

欧洲游进入免签时代

国人喜爱尝鲜小众目的地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波黑部长会议
互免持普通护照者签证协定》在两国总理的见证
下签署，波黑将成为第三个对中国实行全面免签
政策的欧洲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助推中
国人赴欧旅游的热情；
“新一线”城市的崛起，给赴
欧旅游注入新活力，
正在改写市场格局。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联合携程旅游、华远国
旅共同发布《2017 年第三季度中国赴欧洲旅游趋
势报告》。该报告是业内唯一一份融合了线上线
下、专注于欧洲旅游细分市场的大数据研究报告，
对 2017 年第三季度赴欧洲旅游的市场规模与增长
趋势、出发地及目的地国家人气情况、消费者特征
与偏好等进行了研究分析。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不久前的欧盟议
会旅游会议上表示，自 ADS 协议签订，欧洲正式成
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以来，13 年里中欧旅
游交流人数年均增长 10.6%。2016 年，访问欧盟各
国的中国公民达 349.17 万人次。初步测算，旅游
分别为中国和欧洲带来了 141.7 亿美元和 114.9 亿
美元的收入，为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作出显
著的贡献。
戴斌提出，希望看到更多欧洲公共场所和商
业机构，能有更多的中文标识、中文解说系统、中
文报纸、中文电视台、中式餐饮，并提供银联卡、支
付宝等结算服务，中国让游客更方便地经由 WiFi
连接微信、微博等中文社交网络。
“中国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已经位于世界前沿，我们也
希望欧洲旅游服务能在技术应用上进一步满足中
国游客的需求”
。

始表现出十足的潜力。2017 年，华远国旅携手四
川航空推出成都直飞布拉格（全国联运）项目市场
增长率喜人，得到同业和游客的一致认可和好
评。据悉，华远国旅在 2018 年将继续运营优势项
目，让更多的中国游客能够更加便利的一览捷克
风情。中东欧小众目的地国家正成为备受中国游
客青睐的旅游新市场。
携程旅游和华远国旅一直以来与中东欧国家
旅游局保持紧密合作关系。据携程旅行网统计，
截至 2017 年 11 月，以匈牙利为目的地的游客人次
同比增长 40%，人均消费超过 9000 元人民币，是中
国出境游人均消费的 1.5 倍。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黄金周期间，以匈牙利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
环比增幅超过 70%。

“中国妈妈
中国妈妈”
”
正在
“占领
占领”
”
欧洲

2017 年 上 半 年 ，携 程 宣 布 将 在 全 国 新 开 设
1000 家线下门店；华远国旅作为资深批发商亦在
积极布局渠道下沉服务战略。从第三季度欧洲游
数据来看，OTA 在线报名占比 20%，传统的线下渠
道报名占比 80%，线下门店在获客上依然有明显
优势。
据出游人群数据分析发现，赴欧洲游人群在
二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实现了同比 47%和 69%的高
增长，其中二线城市的市场占比在第三季度达到
53%，成为市场的引领者；而一二线城市占欧洲整
体出境游市场的 82%。在二线城市中，以苏、宁、
杭、蓉、汉位列欧洲游客源地前 5 位；而在四线城市
中，廊坊、惠州、龙岩、大同、柳州位列欧洲游客源
地前 5 位，
市场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小众目的地快速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赴欧游客中，女性占比稳中有
据携程旅游、华远国旅运营数据显示：2017 年 升，达到 64%；同比去年第三季度，女性游客的增
第三季度，中国赴欧洲旅游人次规模同比增长 幅超过男性。其中，30 岁以下人群的占比接近 1/
29%，其中跟团游实现了 36%的增长率，目的地跟 3，将是未来 5 年内重要的力量。30 岁～60 岁人群
团游增长率为 33%。80%的赴欧游客选择了跟团 成为主力消费群体，18 岁以下人群占到 15%。两
游（含目的地跟团游），可见跟团游依然是中国人 组数据说明中产阶层消费和亲子消费在暑期档成
赴欧洲旅游的主要方式。而选择自由行的中国游 为欧洲游的核心。
“ 中国妈妈”们正一步步“占领”
客占比提升到 20%，
规模同比增长 69%。
欧洲。
欧洲游目的地人气榜单显示：意大利、俄罗
第三季度我国赴欧游客人均花费接近 1.38 万
斯、德国、英国、法国、捷克、西班牙、奥地利、希腊、 元，其中自由行的人均花费约 1.24 万元，跟团游人
丹麦是中国游客选择的前十大出境目的地国家。 均花费接近 1.4 万元。与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对比，
从 2017 年第三季度增速最快的前十大目的地来 自由行、跟团游及整体人均花费均有不同程度的
看，以克罗地亚、捷克、黑山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 增幅，增长比例分别为 17%、10%、18%。
目的地市场飞速发展。尤其是克罗地亚，受到《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2018 中欧
力的游戏》等影视作品的影响，中国游客人数实现 旅游年”的临近，中国赴欧游市场被寄予更高的预
10 倍以上的增长，再受暑期因素叠加影响，克罗地 期。以东欧为代表的欧洲新兴目的地将得到更好
亚成为第三季度中国游客赴欧洲游增长的“明星 的发展，而传统成熟目的地市场将在深度游、自由
目的地”
。
行方面迎来全新面貌。与此同时，国内客源市场
受“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得益于直航航线布 将进一步向“新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扩散，定
局和资源政策优势，捷克、黑山等国家在第三季度 制游、私家团、半自由行、主题游等产品将迎来新
实现中国游客翻倍增长。更值得一提的是，捷克 机遇，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愈加显著，消费需求
作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东欧国家之一，2016 年便开 个性化特征进一步凸显。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