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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整合中企业整合中，，互联网基因可以复制吗互联网基因可以复制吗？？
首席记者 李修惠

协同资源，跑出互联网新速度

事实上事实上，，享道租车的前享道租车的前

身身———安飞士租车—安飞士租车（（即安吉即安吉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已深耕已深耕

中国市场近中国市场近 3030 年年。。但近年但近年

来陷入了瓶颈期来陷入了瓶颈期：：市场竞争市场竞争

激烈激烈，，虽然已是佼佼者虽然已是佼佼者，，但但

不打价格战难以生存不打价格战难以生存，，打了打了

价格战难以盈利价格战难以盈利，，一时进退一时进退

维谷维谷。。

20192019 年年初年年初，，从上汽从上汽

大出行战略出发大出行战略出发，，上汽集团上汽集团

与与 ABGABG 集团达成股权变更集团达成股权变更

协议协议，，实现了对双方合资公实现了对双方合资公

司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司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100100%%的控股的控股。。20192019 年年 55 月月

3030 日日，，上汽将其与同在出上汽将其与同在出

行生态圈的享道出行进行整行生态圈的享道出行进行整

合合，，实现企业租车业务和个实现企业租车业务和个

人专车业务的协同发展人专车业务的协同发展。。

““享道专车享道专车””面向个人出行面向个人出行

服务服务，，安吉汽车租赁则摇身安吉汽车租赁则摇身

一变一变，，成为享道出行子品牌成为享道出行子品牌

““享道租车享道租车”，”，面向企业级提面向企业级提

供出行服务供出行服务。。

两家企业整合之初两家企业整合之初，，享享

道出行上线运营尚不足一个道出行上线运营尚不足一个

月月，，这家年轻的企业要如何这家年轻的企业要如何

把它鲜活的互联网基因复制把它鲜活的互联网基因复制

到曾是传统汽车租赁企业的到曾是传统汽车租赁企业的

享道租车身上享道租车身上，，享道租车又享道租车又

该如何跟上享道出行的互联该如何跟上享道出行的互联

网速度网速度，，成为这两家企业协成为这两家企业协

同整合时面临的最大难点同整合时面临的最大难点。。

享道租车成立后，就制

定了为期6个月的3R重组

战略，即分三步实现业务重

整，分别是重新定位、重新

构架、重新启动。通过这三

步，实现企业的一体化运

营。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CEOCEO 吴冰认吴冰认

为为““企业级服务将会是互联企业级服务将会是互联

网出行行业下半场的重点网出行行业下半场的重点，，

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

由确立由确立““首选的企业级出行首选的企业级出行

服务运营商服务运营商””的新定位的新定位，，关关

闭了亏损多年的个人租赁业闭了亏损多年的个人租赁业

务务，，重新定义了企业的目标重新定义了企业的目标

及发展方向及发展方向，，从一个传统的从一个传统的

车辆租赁模式转换和提升到车辆租赁模式转换和提升到

为企业用户提供企业级出行为企业用户提供企业级出行

服务的全方位服务运营商服务的全方位服务运营商，，

为企业提供一揽子的出行解为企业提供一揽子的出行解

决方案决方案。。

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协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协

同整合后同整合后，，享道出行把享道出行把““目目

标明确标明确、、执行坚决执行坚决、、反馈及反馈及

时时””的做法带到了享道租的做法带到了享道租

车车。。公司定位及战略目标明公司定位及战略目标明

确后确后，，员工集中精力拓展企员工集中精力拓展企

业用车业务业用车业务。。20192019 年年，，享享

道租车新增长租企业级客户道租车新增长租企业级客户

249249家家、、企业级专车客户企业级专车客户3030

多家多家。。

业务改变了业务改变了，，业务系统业务系统

必须跟着改变必须跟着改变。。安吉汽车租安吉汽车租

赁的内部管理系统自赁的内部管理系统自 20082008

年落地后就一直用到年落地后就一直用到 20182018

年年，，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刘刘

云介绍道云介绍道：“：“企业管理系统企业管理系统

和用户系统最能反映我们产和用户系统最能反映我们产

品的发展或变化品的发展或变化，，新的业务新的业务

体系一定要有敏捷体系一定要有敏捷、、灵活的灵活的

系统支持系统支持。”。”

享道出行将自己丰富的享道出行将自己丰富的

产品开发经验和优秀研发人产品开发经验和优秀研发人

才输出到享道租车才输出到享道租车，，协同作协同作

战战，，重新打造其内部管理系重新打造其内部管理系

统和客户端系统统和客户端系统。。从从 20192019

年年66月起月起，，享道租车陆续上享道租车陆续上

线了新的长租系统线了新的长租系统、、车司管车司管

系统系统、、企业专车系统企业专车系统、、SAPSAP

系统和协同系统系统和协同系统；；在在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发布了面向客户的月发布了面向客户的

企业智能平台企业智能平台，，在大数据平在大数据平

台交付了自动化的管理报表台交付了自动化的管理报表

和公司级健康指标和公司级健康指标。。

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协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协

同整合后同整合后，，管理团队将极致管理团队将极致

运营的理念移植到享道租运营的理念移植到享道租

车车：：在对原有产品线进行梳在对原有产品线进行梳

理的同时理的同时，，固化流程固化流程、、优化优化

控制节点控制节点、、加强细节管控加强细节管控。。

无论是产品研发速度还是迭无论是产品研发速度还是迭

代速度代速度，，享道租车都在享道享道租车都在享道

出行的推动下出行的推动下，，跑出了互联跑出了互联

网速度网速度。“。“整个进度非常整个进度非常

快快，，我们基本上是花了半年我们基本上是花了半年

时间做了以前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做了以前一年半左右的

工作量工作量。”。”目前目前，，享道租车享道租车

各系统基本保持每月一版的各系统基本保持每月一版的

迭代进度迭代进度，，以满足外部客户以满足外部客户

与内部用户的各类需求与内部用户的各类需求。。

对传统汽车租赁公司而对传统汽车租赁公司而

言言，“，“酒香也怕巷子深酒香也怕巷子深”。”。

““极端一点讲极端一点讲，，如果不遇到如果不遇到

问题问题，，客户很难感受到我们客户很难感受到我们

提供的高品质服务提供的高品质服务‘‘高高’’在在

哪里哪里。。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客户往客户往

往倾向于选择报价更低的租往倾向于选择报价更低的租

车企业车企业。”。”享道租车华南地享道租车华南地

区经理无奈地表示区经理无奈地表示，，仅在服仅在服

务上苦练内功是无法让享道务上苦练内功是无法让享道

租车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租车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的颖而出的。。

当服务优势难以体现的

时候，技术成了享道租车的

差异化优势。大多数汽车租大多数汽车租

赁企业还在用电话和电子邮赁企业还在用电话和电子邮

件与客户沟通相比件与客户沟通相比，，享道租享道租

车新打造的系统让用户体验车新打造的系统让用户体验

更佳更佳、、更更““互联网化互联网化”。”。

阿迪达斯广州分公司是阿迪达斯广州分公司是

享 道 租 车 的 客 户享 道 租 车 的 客 户 。。 20192019

年年，，由于阿迪达斯德国总部由于阿迪达斯德国总部

对其提出了成本考核要求对其提出了成本考核要求，，

客户便要求系统可以实时监客户便要求系统可以实时监

控单个订单不同阶段的时间控单个订单不同阶段的时间

花费花费，，从司机出发到接到用从司机出发到接到用

车人车人，，再到抵达目的地再到抵达目的地，，每每

一个阶段都需有清晰的监一个阶段都需有清晰的监

控控。。订单与订单之间的待命订单与订单之间的待命

时长也需要有精确的记录时长也需要有精确的记录，，

并且所有的用车管理流程并且所有的用车管理流程，，

系统都能自动输出各类统计系统都能自动输出各类统计

及结算报表及结算报表，，方便全面掌控方便全面掌控

用车的效率用车的效率。。

为了实现新的企业用车为了实现新的企业用车

定制化需求定制化需求，，阿迪达斯找遍阿迪达斯找遍

了国内许多汽车租赁企业竞了国内许多汽车租赁企业竞

标标，，竞争对手给出的报价虽竞争对手给出的报价虽

然都很低然都很低，，但由于缺乏系统但由于缺乏系统

开发能力开发能力，，全都无法完成阿全都无法完成阿

迪达斯的定制化需求迪达斯的定制化需求。。享道享道

租车凭借其在互联网尤其是租车凭借其在互联网尤其是

移动互联网技术上的核心竞移动互联网技术上的核心竞

争力争力，，轻松拿下这一优质客轻松拿下这一优质客

户的定制化需求订单户的定制化需求订单。。

当享道出行当享道出行 CEOCEO 吴冰吴冰

在亚太卓越采购峰会上介绍在亚太卓越采购峰会上介绍

完这一案例完这一案例，，阐述了享道租阐述了享道租

车挖掘并可实现优质客户对车挖掘并可实现优质客户对

于企业级定制化服务的需求于企业级定制化服务的需求

后后，，现场享道租车的展台便现场享道租车的展台便

被客户们包围了被客户们包围了。。享道租车享道租车

也因此拿下了该峰会也因此拿下了该峰会““最具最具

人气参展商人气参展商””奖项奖项。。

享道租车成立后享道租车成立后，，不断不断

保持渐进式创新保持渐进式创新。。但其实但其实，，

像阿迪达斯这样的定制化需像阿迪达斯这样的定制化需

求开发也是头一回求开发也是头一回。。

为了更好地理解客户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客户的

需求需求，，享道租车的产品开发享道租车的产品开发

人员专程飞赴阿迪达斯广州人员专程飞赴阿迪达斯广州

分公司分公司，，当面了解客户目前当面了解客户目前

的需求的需求。“。“我们也是边摸索我们也是边摸索

边做边做，，产品开发的难度肯定产品开发的难度肯定

有有。”。”今年今年 11 月月，，享道租车享道租车

将完成该定制化系统的交将完成该定制化系统的交

付付，，产品开发人员决定产品开发人员决定，，到到

时候再去一次广州时候再去一次广州，，做交付做交付

演示演示。。

从电话从电话、、邮件到网页邮件到网页、、

APPAPP，，工具的变革让享道租工具的变革让享道租

车在服务上的优势从后台走车在服务上的优势从后台走

向前台向前台，，从从““遇到问题才能遇到问题才能

感受到感受到””变成了变成了““从始至终从始至终

工业时代的效率工业时代的效率，，来源来源

于明确的分工于明确的分工；；未来的工作未来的工作

效率效率，，来源于协同作战来源于协同作战。。在在

20202020 年上汽党委报告中年上汽党委报告中，，

陈虹指出陈虹指出，，应全面协同各企应全面协同各企

业的研发资源业的研发资源，，形成共生型形成共生型

创新企业集群创新企业集群，，最大程度避最大程度避

免创新资源的浪费免创新资源的浪费。。

对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对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

而言而言，，前者的优势在于线前者的优势在于线

上上，，后者的优势在于线下后者的优势在于线下。。

享道出行在苏州开城享道出行在苏州开城

前前，，需要让平台上的车辆与需要让平台上的车辆与

人员全部拿到合规证件人员全部拿到合规证件。。这这

一工作艰难而复杂一工作艰难而复杂，，预计需预计需

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要一个半月才能完成。。对苏对苏

州尚不熟悉的享道出行员工州尚不熟悉的享道出行员工

一筹莫展一筹莫展。。此时此时，，享道租车享道租车

利用其在苏州的网点利用其在苏州的网点，，充分充分

发挥其在线下的协调发挥其在线下的协调、、沟通沟通

与资源整合的能力与资源整合的能力，，在在 1010

天内完成了所有工作天内完成了所有工作，，苏州苏州

开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开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享道租车在工作中的痛享道租车在工作中的痛

点也能在享道出行手中迎刃点也能在享道出行手中迎刃

而解而解。。

““因为企业车队新购置因为企业车队新购置

车辆需要一个车辆需要一个4545--6060天的流天的流

程程，，所以总有客户会打电话所以总有客户会打电话

给经办的人询问进度给经办的人询问进度。。然然

后后，，经办人问行政经办人问行政，，行政打行政打

电话给销售电话给销售，，销售发邮件给销售发邮件给

运营运营，，运营再去问整车厂具运营再去问整车厂具

体拿车时间体拿车时间。”。”层层的沟通层层的沟通

与询问费时费力与询问费时费力。。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的产品研发人员了解到这一的产品研发人员了解到这一

痛点之后直呼痛点之后直呼““简单简单”，”，随随

后着手打造了一个可视化流后着手打造了一个可视化流

程程，，当客户完成签约后当客户完成签约后，，车车

辆的采购辆的采购、、上牌上牌、、装修等进装修等进

度都能在企业内部车辆管理度都能在企业内部车辆管理

系 统 和 客 户 端系 统 和 客 户 端 APPAPP 内 显内 显

示示。。可视化系统极大地提高可视化系统极大地提高

了沟通效率了沟通效率，，同时也能鞭策同时也能鞭策

员工抓紧时间完成一系列代员工抓紧时间完成一系列代

办事项办事项，，尽早交车给客户尽早交车给客户。。

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横享道出行与享道租车横

向打通后向打通后，，双方业务协同开双方业务协同开

发的潜力巨大发的潜力巨大，，保险保险、、维修维修

……产业链协同后……产业链协同后，，上汽移上汽移

动出行生态的盈利空间会更动出行生态的盈利空间会更

大大，，而享道出行的互联网基而享道出行的互联网基

因也会随之输送到上汽旗下因也会随之输送到上汽旗下

更多企业中更多企业中，，用用““互联网思互联网思

维维””帮助其他业务更快速地帮助其他业务更快速地

发展发展，，进一步帮助集团加速进一步帮助集团加速

向出行服务与产品的综合供向出行服务与产品的综合供

应商转型应商转型。。

以互联网技术改造赋能

传统企业，让传统企业抓住

互联网技术革新带来的红

利，双方形成资源协同效

应，协作共赢、成就彼此。

享道出行给享道租车带来的

改变，为传统企业转型提供

了新思路。

都能感受到都能感受到”。”。享道出行在

互联网技术资源方面与享道

租车的协同，激活了后者的

新价值，增强其竞争力，进

而实现用户规模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

当一家年轻的轻资产互联网企业与一家老牌重资

产传统企业协同整合后，一轻一重，一老一少，他们

的“1+1”将大于2，还是小于2？

近日，安吉汽车租赁（享道租车）发布2019年

公司营收与利润情况。2019年，享道租车实现整合

后首年扭亏为盈，公司自2016年以来的首次盈利。

技术赋能，打造差异化优势

文化融合，用新思路解决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