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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我省首家汽车后市场产业园在中牟开园

各路资本抢占汽车后市场
□本报记者 程昭华 文 李文波 摄影

虽然各路资本与互联网企业
都将汽车后市场视为下一个掘金
沃土，但对入局者来说，市场火热
的背后，很可能是一张即将到来
的洗牌。

“国内用户与汽车接触的时
间短，汽车文化远未形成，无论对
于资本还是互联网公司来说，目
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引导消
费者培养行为习惯，如何熟悉这
个行业。”郑州丰宏车辆维修公司
财务总监杨胜对记者表示，在汽
车后市场里，通过车辆作为原点
所孕育出的大量市场，在国内显
然未被激活，而传统的用车理念，
也导致市场潜力无法挖掘，主流
车主难以渗透。

他以二手车为例，在欧美等
国，二手车交易占据车辆交易总
量的半数，而在郑州，由于尾气排
放、交易透明度等多方面的影响，
大量具备较高流通价值的二手车
只能沦为“库存”。与此同时，虽
然互联网为汽车后市场带来了大
量的数据支撑和流量，但是在高
度垂直的汽车服务领域，相关技
师、技术、设备、检验等多个环节
的融合如何打通，也是汽车后市
场进行O2O垂直发展的痛点和
难点。

“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数据
支撑和与用户互动的便捷。在互
联网平台上，汽车后市场服务商
可以根据用户的数据来分析用户
的开车习惯和需求方向，这也将
促进汽车后市场的开发。”洪辰认
为，当汽车遇到互联网，除了前期
的烧钱之外，互联网为汽车后市
场所带来的也是一次能力洗牌。
实力强、服务全的线下服务商，将
会获得更多的互联网公司以及用
户的认可，更具市场前景。而能
力较弱者，则可以被淘汰出局。

“其实互联网+汽车后市场，带来
的是透明和对比，互联网公司会
寻找具备品牌竞争力的线下维修
商、服务商，而线下服务商也会寻
找具备发展潜力的互联网企业。”
他表示，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汽
车后市场的相关企业，都将迎来
一次并购整合潮，从而使后市场
网络更加完善、更加智能。而在
这个过程中，一些公司会根据细
分市场做出适当调整，比如专攻
维修或专攻保养，形成越来越多
的细分市场。“过去是小、散、乱的
服务格局，每个服务商可能都是
综合性的；而未来则可能是一个
平台下众多精细化服务商，这也
符合目前汽车产业互联网化的发
展方向。”

核心提示 |“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是当前汽车后市场的
直观写照。近日，我省首家
汽车后市场产业园开园，迎
入千家商户，而仅在几日
前，汽车后市场联盟也发起
成立，依托万家线下服务商
实现服务网络覆盖。汽车
后市场的追逐，是“互联
网+”背景下消费改变市场
的直观体现。而面对越发
严苛的用户需求，如何巧妙
将互联网与线下服务嫁接，
将成为各家在汽车后市场
新格局中成败的关键。

汽车后市场突迎资本热潮

近一个星期，丰达汽修厂
的老板孙传明，过得并不轻
松。

连续多日饱和式的维修
排单，让这个只有10位员工的
小汽修厂忙得不可开交。

“其实之前主要从事卖
车，也就是两年前开始转做专
修，刚跟一个企业签订了承包
合同，一堆活儿，正要招人。”
孙传明告诉记者，自己是修车
出身，赶上上世纪90年代修车
行生意红火时攒了点儿钱，于
是尝试做了几年的车辆销售。

从事高大上的汽车销售，
为何如今又转投老本行？老
孙给出的解释是：维修更拿
手，生意更好做。“我的感觉
是，现在车不好卖了，但修车
行业有起色，值得转行。”孙传
明说道。

老孙的直觉，总体说是准
确的。其实不只是修车，维
护、保养乃至汽车金融，这些
以前依靠新车过活的行业，正
在汽车后市场的崛起中获得

新的发展机遇。6月25日，我
省首家汽车后市场产业园在
中牟开园，占地2000多亩的
产业园区，目前已迎来 3000
多家与车相伴的商户入驻。
而仅在几日前，百城万店汽车
后市场联盟也发起成立，超过
万家汽车维修、保养、美容、装
饰店面参与联盟，将网络覆盖
到全国绝大多数省会城市。

“汽车后市场，说白了就
是汽车销售后，车辆运转周期
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郑州
汽车服务业博览园一位相关
人士告诉记者，按照国际通行
的看法，新车开出店，就进入
了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范畴。
比如汽车金融保险、维修保
养、二手车交易等。但目前在
国内，多数人理解的后市场主
要还只是汽车的维修保养、美
容装潢改装、洗车养护等直接
与车辆日常维护相关的服
务。“这算是狭义的概念，也是
目前市场争夺的主要内容。”

面对规模不断赶超售前

市场的汽车后市场，其实不只
是传统从业者，一批上市公司
与资本业也蠢蠢欲动。6月22
日，金固股份巨额定增27亿，
发力汽车后市场；6月24日，
亚夏汽车也公告定增募资计
划，其募资几乎全部用于汽车
后市场服务平台的建设中。
而一些嗅觉灵敏的资本，早在
2014年就开始布局汽车后市
场。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全
年有关汽车后市场的风险投
资次数超过60次，金额达百亿
元；2015年前三个月，风投的
投资次数已达两位数，金额在
40亿元左右。

“人的消费理念正在改
变，同时日益增加的大气环保
问题，制约了新车数量的增
加。汽车后市场也因此得益
并呈现出新活力。”面对被扎
堆瞄准的汽车后市场，德新咨
询市场分析师洪辰称，这是一
个传统，但处于二次爆发增长
的行业。“目前的汽车后市场
中，仅零部件市场规模就超过

1万亿元，同时大量诸如二手
车、改装乃至汽车美容市场仍
旧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你
能看到，车主对于车辆的需求
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维修保养，
由此也可见，汽车后市场依旧
有很大的潜力。”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从业
人士的认同。上述郑州汽车
服务业博览园人士坦言，郑州
的汽车后市场长期小、散，不
利于行业的提升与发展，为消
费者提供一站式的汽车售后
服务，是郑州汽车后市场应该
有的发展状态。“像汽车后市
场产业园，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就达到100多万平方米，超过
3000个商户集中入驻。作为
一个车主，完全可以在此解决
从汽车改装、维修保养、汽车
用品、汽车检测、配件供应、二
手车经营、物流运输、金融服
务、出租和租赁、汽车俱乐部
等的全套服务。这正契合当
前消费者的需求。”

互联网与线下的新一轮竞合

资本对汽车后市场的疯
狂涌入，源自国内汽车后市场
的广阔发展前景。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国内汽车保有量约
1.4亿辆，其中多数车辆的使用
年限少于5年。“车辆一般达到
5年以后，维修等相关汽车服
务业务的需求就会达到较高
的水平，而目前整个市场还仅
仅是从零散向集中网络化初
步发展，汽车后市场整体处于
各自为战的状态。因此一旦
产业结构重铸，消费市场接受
新模式，将培育出大量的高标
值企业。”行业人士牛先生称。

或许是出于这种预期，向
来快人一手的互联网公司，从
去年起，就已对汽车后市场产
业摩拳擦掌，包括腾讯、阿里、
百度在内的多家大型互联网
企业已涉足该领域，不少创业
型公司也将发展目标瞄准在
上门类的汽车服务上。

“传统上，无论是洗车还是
换胎，大家都需要开车到店里，
在店内进行服务，充其量打电

话让人上门。但现在互联网汽
车服务已经发展到连换大灯、
换电瓶甚至简易维修都可以直
接上门服务的程度。”洪辰认
为，目前传统后市场服务商，对
于互联网的侵入存在一定的敌
视情绪，认为对方依靠社会渗
透资源将主导权夺走，甚至会
影响相关行业在市场中的话语
权。一位修理厂负责人就表
示，但凡生意过得去，暂时不考
虑与互联网的合作。“合作后要
抽成，要按照他们的规矩来，我
只要技术过硬，有回头客，同样
饿不到。”

而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
洗车、换胎等小问题尚且能解
决，但面对车辆维修、装潢等

“大工作”的时候，想靠一己之
力来挑动市场，同样有着现实
的尴尬。“这跟滴滴打车不同，
不是靠补贴就能占有的。汽
车后市场是重度垂直的市场，
对于技术、设备、员工素质有
着很高的要求，互联网公司哪
怕舍得投入，想要依靠自己去

整合现有的汽车服务，也是不
切实际的。”

互联网公司看重传统汽车
服务商的能力与客户黏合度，
而传统服务商想获得互联网公
司所拥有的巨大流量与数据分
析。在这种博弈与需求下，越
来越多的汽车后市场开发，开
始呈现“互联网+实体”的状
态。郑州市一家欧系品牌汽车
4S店就于5月与多家互联网公
司合作，共同推出车辆维修、保
养服务，意图通过O2O的模
式，调整当前业务形态。

“汽车后市场服务，是目
前店里的主要资金来源之
一。”该4S店总经理张先生坦
言，2015年车市经历了罕见的
销售下滑，过高的运营成本和
逐渐摊薄的利润，已使4S店迫
切需要进行转型，并与曾经被
视为入侵者的互联网企业，共
同进行后市场合作。

4S店能够为车主带来深
层次的车辆服务体验以及保
养，互联网公司则可为自己的

品牌带来加分。“一些日常便
捷维护保养，可以通过APP提
供上门服务，如果车辆问题较
大，也可以将消费者导向 4S
店。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车
主对互联网企业的信任，同时
也为4S店带来客源，巩固双方
合作的基础。”

当然，无论是实体服务商
找互联网公司做背书，还是互
联网公司找实体服务商做背
书。重度垂直的汽车后市场，
正在极端迅速地，遭遇着互联
网侵入所带来的变革。郑州
隆保汽车修理厂总经理白先
生坦言，线下业务的不稳定和
汽修厂的修理半径，制约了相
关业务的发展，而嫁接互联
网，则给服务带来了服务的无
限扩展性。“比如我们厂主要
擅长喷烤漆，我们现在就在和
互联网公司合作，帮助其他汽
修厂消化此类需求客户，同时
也可以将过剩的或者有其他
需求的客户导给其他汽修厂，
实现双赢。”

市场越发细分
整合潮将至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汽车售后服务，是郑州汽车后市场理想的发展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