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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牵住汽配制造商 一手聚拢实体汽修店

京东双路进攻河南汽配市场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丁洋涛 杨霄 文图
京东在河南的渗透前所未有。5 月 14 日，京东汽车后市场部与河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超威正效）联合宣布：后者已是京东自有品牌“京安途”汽车电池的供应商，初期合作已卖
出 4 万块车载蓄电池。与此同时，京东线下修车服务门店“京车会”已在郑州市场布局 5 家，其中两
店已上线接单。这意味着，不仅让消费者对汽车配件有了更多直观、透明的选择，而且同时打通了
“网购汽配+线下安装”的服务全链路。
而“京安途”电池由此实现

汽配商与京东战略合作
线上销售，也是首次打通与消
车载电池打通“网购+线下” 费者直接连接的网购线路。
“在
京东自有品牌“京安途”，
获得了河南汽配制造商的战略
合作。
5 月 14 日，记者来到超威
正效在焦作沁阳的工厂。轰鸣
的设备正在生产京东自有品牌
“京安途”汽车电池。在经过压
制电池隔板、装填、焊接、加酸、
封装、充电冷却和气密性检测
等工序后，
“ 京安途”电池就诞
生了。
超威正效是一家中德合资
企业，成立于 2014 年 4 月，由
超 威 集 团 与 德 国 MOLL 公 司
合资组建，也是超威集团在国
内生产汽车车载电池的公司。
超威正效与京东的合作，
正因“京安途”项目而打开。据
了解，今年 3 月，在 2019 年法
兰克福北京国际汽配展上，京
东宣布自有品牌“京安途”正式
上市。其产品线主要包括润滑
油、蓄电池、轮胎、汽车易损件
以及汽车养护、汽车维修设备
工具等。旨在通过打通“汽配
制造——消费终端”，同时，也
是为了打通汽车后市场生产
商、经销商、消费者之间的全产
业链条，形成 B2B2C 闭环。

线联系客服—确定与车型匹配
产品型号—下单—等候上门安
装”，这一完整链条，让超威正
效看到了与消费者更短距的交
互机会。
超威正效一负责人称，与
京东的合作，有利于超威通过
大数据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一体
化运营，促进超威销售渠道由
大流通向零售 O2O 转型，经营
模式由单一向融合转型。
“河南汽配行业广袤，制造
业资源丰富，京东期待能与更
多的河南汽配车企合作，打通
与消费者的直连。”京东汽车后
市场河南区负责人吴晓方以此
表达了对河南汽配产业带资源
的合作兴趣，比如，轮胎制造、
减震器、易损件等。

从 B 端强渗 C 端
借“供应链+流量”收编修
车铺
用网购方式渗入汽车后市
场，京东为此努力了数年。当
然，它只是其一。2012 年，京
东成立了汽车用品部，从熟悉
的 3C 类产品 GPS 单品类入手，
后逐步扩充到电子电器、安全

应急、自驾装备、系统养护、汽
车美容等品类。
2017 年 12 月，京东收购淘
汽档口（汽车配件 B2B 采购平
台），此后即着手整合原有的业
务和平台资源，催化汽车后市
场全产业链一体化平台。
收购淘汽档口后，京东汽
车后市场部获得了两方面的资
源加强：其一，与市场更适配的
B2B 分销链条与机制；其二，为
完整的供应链条奠定上游渠道
基础。显然，线下渠道丰富、销
量提升，才能有力地支撑自有
品牌计划。
不过，此时的京东仍是在
汽车后市场 B2B 领域打转，它
需解决链接 C 端市场的方案，
与消费者实现直连，它需要将
客源控制在自己手中。
由此，京东在去年 5 月推
出了“京车会”线下服务店。这
是一种线下加盟模式，不同于
单纯的挂门头，加盟者可将店
内既有产品或服务导入京东实
现线上销售，也由京东所控更
丰富的汽配供应链及门店的标
准化服务方案，但更重要的是，
他们能够拿到京东为其带来的
线上客流导入。
京东打通了从 B 端到 C 端
的汽车后市场上中下游全链
条，从理论上看，即便是消费者

超威正效生产车间场景

要网购汽车发动机，一旦线下
门店可提供服务支撑，消费者
可就近派单或自选门店。
京东汽车后市场河南区负
责人吴晓方称，今年京车会为
了保证消费者服务体验，短期
内仍是在省会级城市布局。

车主倾向非品牌商服务
4S 店“蛋糕”或被攻破
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汽修
店，在倒向网企、品牌售后服务
商。这已对传统汽车 4S 店在售
后市场的利益形成严重冲击。
记者采访获悉，其中关键
撬杠来自两方面：其一，汽配制
造厂家希望不再单纯依赖汽车
品牌单一渠道，而是能够开辟
新途径与消费者直接互通；其
二，越来越多的车主对 4S 店高
昂的服务费投出了不信任票。
但是汽车维修综合服务商
完成了服务体系与品牌的初
构，由此，它们通过标准化、连
锁化扩张，开始与 4S 店竞争市

场。这包括，郑州市民所知的
小李补胎、兔师傅等，多是凭借
某一项服务专长，试图完成对
市场利益蛋糕的重新划分。
如今，
网企打通了汽车售后
服务网购，
是为消费者提供全新
的解决方案。简言之，
它所着力
解决的消费信息透明问题，比
如，你的车型适用什么机油、雨
刷、
空调滤芯、
轮胎，
都可在线咨
询一目了然，
而且价格透明。
更重要的是，网企构建了
线下门店与消费者新的信任基
础，通过供应链与服务标准化
植入，为消费者解决了网购汽
配商品的线下安装服务。而投
靠网企的修车铺，也拿到了产
品销售和服务的佣金。
综上来看，京东在汽车后
市场全新的 B2B2C 模式，着力
解决的是对汽配制造商、线下
门店、消费者三者信息透明化
以及重构三者交易关系。而
刺破信息壁垒，才是对单品牌
4S 店车商利润来源的最大挑
战。

2019 大河之声·中原 E 金融创新展火热进行中

展现金融业创新之美
□策划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执行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5 月 9 日农行河南省分行
地的变化，打造“金融+生活” 灵活实现业务体验提升和业务
“纳税 E 贷”产品正式上线。这 “金融+贸易”的金融生态圈。 能力提升，降低成本降低风险，
也是农行前期推出“ 微捷贷” 而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推出的
实现高可用、高安全、高性能的
“税捷贷”线上化小微企业产品 “2019 大河之声·中原 E 金融
网络架构，是每家金融机构的
后又一款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
创新展”活动，更是和行业一 “必修课”
。
企业的产品。该产品推出当
起，共同探讨推动金融网络走
除了产品服务等一系列的
天，就有 100 户小微企业成功
向“自动驾驶”，让金融行业未
互联网创新外，工商银行、中国
办理，额度最高可达 300 万元， 来更智能。
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
从申请到放款几分钟搞定。
业银行、光大银行等传统金融
活动持续推进
5 月 10 日，光大银行郑州
机构纷纷成立金融科技公司，
自贸区支行通过中国光大银行
持续加大互联网科技创新投
展现重塑的金融业
自主研发的跨境电商支付系
入，并通过行业融合和技术租
统，成功为自贸区客户办理跨
随着互联网金融创新速度
赁的方式将互联网金融的新技
境付汇业务。而此业务的落地
加快，综合化、国际化战略的持
术、新成果输出给金融同业，进
实现了光大银行跨境付汇业务
续推进，金融业务对 IT 系统智
而重塑整个金融行业。
的全流程、全线上、全自动化办
能化的要求日益提升。更多金
5 月 9 日，大河报·大河财
理，节约了客户的大量时间。
融业务逐渐云化，大型银行的
立方联合各大金融机构、行业
建行“惠懂你”
“ 云税贷”， 网 络 架 构 也 面 临 着 机 构 集 团
协会组织，紧跟金融行业发展
郑州银行“简单贷”
“ 优先贷”， 化、业务互联网化、网络运维复
步伐，发挥主流大报优势，聚焦
招商银行“生意贷”……每家银
杂化等诸多挑战。
中 原 金 融 创 新 ，推 出 了“2019
行都在 E 金融时代用自己创新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带
大河之声·中原 E 金融创新展”
的产品重新架构服务体系，改
动了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更引
活动。目前该活动持续推进，
变着人们的支付方式、消费习
发了对普惠金融等新模式的探
期待更多的金融机构加入创新
惯，推动金融行业发生翻天覆
索。如何资源充分共享，智能
展，以提升机构企业品牌形象，

展示各金融机构跨界合作、直
销平台、移动渠道、在线支付等
特色，聚焦金融行业的产品和
服务创新，展示 E 时代中原金
融业创新发展的新面貌，让金
融更智能。

创新+发展
展现金融创新之美
让金融变得更快、更简单，
展现金融蜕变之美。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
大 河 报 推 出 的“2019 大 河 之
声·E 金融创新展”，旨在通过
梳理河南近年来金融创新成
果，探寻河南金融创新如何赋
能河南经济体、推进金融普惠
及金融扶贫、助力中小微企业
成长，探究未来河南金融改革
创新的新动态。
同时，活动期间，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周刊还将推出系列
报道，集中关注互联网+金融的

浪潮下中原金融机构的创新与
发展，看中原金融业如何借助
互联网的翅膀，服务大众民生，
支持中小微企业，赋能河南经
济；同时，大河财立方 APP、官
方微博平台，也将以最新的传
播形式展示相关机构的互联网
金融创新成果，对参与展示的
金融机构进行公示和宣传。
财富、创造力和金融，在我
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就像交织
的藤蔓，互联网金融科技就如
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发生了重
大改变，那么整个金融列车都
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此次活动主要来展示河南
金融业在产品、服务、技术等方
面的创新成果，所以不管是银
行、保险，还是信托、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都可以参展，展示
您的创新之美，呈现您的品牌
形象、服务亮点、产品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