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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是颠覆，是融创

寒冬下的避险池寒冬下的避险池：：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
本报记者 吴琼

在资本市场和汽车行业双“寒冬”下，汽车后市场平台

居然成功吸金10多亿元。

3月，上海孚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孚

创”）正式投入运营，注册资本金高达13.5亿元。这家由埃

克森美孚、中国汽车保养服务平台途虎养车、腾讯合资组建

的公司，一举跃居中国汽车后市场平台“小巨人”之列。

据了解，尽管当下融资难，但不少投资人排队想投资途

虎养车，途虎养车却惜股如“金”。

2019年以来，汽车后市场平台没有一单融资，为何

2020年突然生变？

““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没有没有

太大的技术含量太大的技术含量。。我并不我并不

看好看好。”。”中欧资本董事长中欧资本董事长、、

华为原副总裁张俊告诉华为原副总裁张俊告诉

《《上海汽车报上海汽车报》》记者记者：“：“用用

华为的话来说华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就是没有

控制点控制点。”。”

在资本寒冬中在资本寒冬中，，中国中国

汽车后市场平台是伤亡最汽车后市场平台是伤亡最

惨烈的细分市场惨烈的细分市场。。近十年近十年

来来，，数百家企业涌入数百家企业涌入，，一一

度出现多个洗车度出现多个洗车、、打车代打车代

驾类的驾类的OO22OO平台平台，，但但20152015

年后年后，，这些靠这些靠““烧钱烧钱””赚赚

眼球的平台纷纷阵亡眼球的平台纷纷阵亡。。

目前少数活下来的目前少数活下来的，，

规模最大的是途虎养车规模最大的是途虎养车，，

超过超过 100100 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国国

信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信证券的研究报告指出，，

““第一梯队由途虎养车和车第一梯队由途虎养车和车

享两家组成享两家组成，，第二梯队平第二梯队平

均估值在均估值在 2020 亿元左右亿元左右。”。”

在资本市场和汽车行业的双“寒冬”下，汽车后市场平台成功融资10多亿元

““寒冬寒冬””下下，，孚创为什孚创为什

么能吸引巨资么能吸引巨资？？这和背后这和背后

的资本有关的资本有关，，不是不是““从从 00

到到 11”，”，而是而是““11++11””的融的融

创创。。

““孚创的股东是三大市孚创的股东是三大市

场的龙头场的龙头，，大家都有产业大家都有产业

背景背景，，有一定的财力或能有一定的财力或能

力力，，也都想突破现状也都想突破现状。”。”途途

虎养车高层谈到资金来源虎养车高层谈到资金来源

时指出时指出，“，“埃克森美孚是全埃克森美孚是全

球润滑油生产商球润滑油生产商，，途虎养途虎养

车是中国最大的汽车保养车是中国最大的汽车保养

服务平台服务平台，，腾讯是中国互腾讯是中国互

联网巨头联网巨头。”。”作为孚创的最作为孚创的最

大股东大股东，，埃克森美孚希望埃克森美孚希望

建立一个有别于当下建立一个有别于当下 BB22CC

模式的汽车保养服务平模式的汽车保养服务平

台台，，走近消费者走近消费者。。

孚创总经理曾红卫指孚创总经理曾红卫指

出一条融创之路出一条融创之路，，““通过智通过智

能数字平台为客户提供整能数字平台为客户提供整

合供应链合供应链 （（SS），），为传统门为传统门

店端店端 （（BB）） 赋能升级赋能升级、、优优

化零售网络化零售网络，，为终端消费为终端消费

者者 （（CC）） 提供便捷的全渠提供便捷的全渠

道 汽 车 养 护 体 验道 汽 车 养 护 体 验 ，， 将将

‘‘SS22BB22CC’’模式引入汽车后模式引入汽车后

市场市场，，打造全新的上下游打造全新的上下游

一体化汽车养护生态一体化汽车养护生态。”。”

““这是国内首家以品牌这是国内首家以品牌

商 主 导 成 立 的商 主 导 成 立 的 SS22BB22CC 平平

台台。”。”ACAC汽车创始人陈海汽车创始人陈海

生看好这一模式生看好这一模式，“，“美孚是美孚是

上游品牌供应商上游品牌供应商。。在新形在新形

势下势下，，美孚希望改革中国美孚希望改革中国

原有的线下销售渠道原有的线下销售渠道。。这这

不是线上颠覆线下不是线上颠覆线下，，而是而是

线下和线上的真正融合线下和线上的真正融合。。

美孚美孚、、腾讯和途虎的合腾讯和途虎的合

作作，，既可以复制既可以复制、、借鉴途借鉴途

虎直营店的模式及利用腾虎直营店的模式及利用腾

讯的数字化优势讯的数字化优势，，又盘活又盘活

美孚原有的经销商渠道美孚原有的经销商渠道。”。”

据悉据悉，，孚创将创建和推广孚创将创建和推广

线上平台线上平台，，包括包括 OO22OO 平平

台台、、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微信小微信小

程序以及第三方电商平台程序以及第三方电商平台

旗舰店旗舰店。。目前目前，，美孚在中美孚在中

国已经拥有超过国已经拥有超过 10001000 家家

““美孚美孚11号养护站号养护站”。”。

更多的汽车零部件和更多的汽车零部件和

汽车售后产品生产商们有汽车售后产品生产商们有

着同样的想法着同样的想法。。据悉据悉，，不不

少机油少机油、、轮胎等品牌供应轮胎等品牌供应

商正在和途虎接洽商正在和途虎接洽，，希望希望

直抵消费者直抵消费者，，提高品牌黏提高品牌黏

性性，，实现转型升级实现转型升级。。

看 好 未 来看 好 未 来 ，， 立 足 当立 足 当

下下。。抢好长赛道抢好长赛道，，还得拼还得拼

活久长活久长。。

红杉资本是途虎养车红杉资本是途虎养车

的投资方之一的投资方之一。。在资本寒在资本寒

冬下冬下，，红杉资本对被投企红杉资本对被投企

业提出业提出：：

一一、、现金跑道现金跑道。。真的真的

有你想的那么多跑道吗有你想的那么多跑道吗？？

如果经济不景气如果经济不景气，，公司能公司能

否承受几个紧绌的季度否承受几个紧绌的季度？？

是否制订了应急计划是否制订了应急计划？？在在

不从根本上损害业务的前不从根本上损害业务的前

提下提下，，可以在哪里削减开可以在哪里削减开

支支？？现在问这些问题现在问这些问题，，以以

避免将来可能遇到的痛苦避免将来可能遇到的痛苦。。

二二、、融资融资。。如如20012001年年

和和20092009年那样年那样，，私人融资私人融资

可能会陷入疲软可能会陷入疲软。。如果在如果在

20202020年和年和20212021年完成有吸年完成有吸

引力条件的融资变得困引力条件的融资变得困

难难，，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你能否你能否

将具有挑战性的情况转变将具有挑战性的情况转变

为机会为机会，，以建立长久的成以建立长久的成

功功？？

途虎养车是最坚决的途虎养车是最坚决的

执行者执行者。。以渠道建设为以渠道建设为

例例，，途虎养车正在走途虎养车正在走““稳稳

赚不赔赚不赔””的加盟扩张之的加盟扩张之

路路。。途虎养车高层表示途虎养车高层表示，，

““目前目前，，我们有约我们有约 15001500 家家

加盟店加盟店，，整体盈利情况较整体盈利情况较

好好。。一方面一方面，，不少加盟店不少加盟店

已经有成熟客户已经有成熟客户。。另一方另一方

面面，，我们通过自营店和直我们通过自营店和直

营店的相互配合营店的相互配合，，形成了形成了

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据悉据悉，，在建自在建自

营店后营店后，，途虎养车摸索出途虎养车摸索出

一套盈利模式一套盈利模式，，并将此反并将此反

哺给了加盟店哺给了加盟店。。尽管途虎尽管途虎

收加盟费收加盟费，，但投资人因为但投资人因为

能赚钱仍乐于加盟能赚钱仍乐于加盟。。据了据了

解解，，多位加盟商已经陆续多位加盟商已经陆续

开了几十家加盟店开了几十家加盟店。”。”

令人疑惑的是令人疑惑的是，，部分部分

企业建直营店企业建直营店，，单店投入单店投入

至少数十万元至少数十万元，，而且亏多而且亏多

赚少赚少，，为何途虎养车能成为何途虎养车能成

功功？？据了解据了解，，这得益于早这得益于早

年途虎养车在电商平台年途虎养车在电商平台、、

仓储能力上的投入仓储能力上的投入。。按照按照

正常流程正常流程，，用户在线上选用户在线上选

购途虎养车的产品和服购途虎养车的产品和服

务务、、预订服务门店后预订服务门店后，，途途

虎养车通过自有的仓储物虎养车通过自有的仓储物

流体系流体系，，快速将产品送达快速将产品送达

服务门店服务门店，，由门店提供服由门店提供服

务务，，途虎养车和门店结算途虎养车和门店结算

服务费用服务费用。。途虎养车为合途虎养车为合

作门店导流作门店导流、、提高了门店提高了门店

的收入的收入。。

汽车超人也希望通过汽车超人也希望通过

数字化管理提高单店的盈数字化管理提高单店的盈

利能力利能力。。孙锋峰反思孙锋峰反思，“，“烧烧

钱钱””模式完全行不通模式完全行不通。。因因

此此，，在过去在过去 33 年里年里，，汽车汽车

超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超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

人力建设数字解决方案人力建设数字解决方案，，

以帮助传统门店提升运营以帮助传统门店提升运营

效率效率，，提升用户的服务体提升用户的服务体

验验，，最终提升门店的经营最终提升门店的经营

效益效益。。

红杉资本投资全球执红杉资本投资全球执

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在在

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健康的中小企健康的中小企

业生态体系非常重要业生态体系非常重要。。

美国汽车后市场协会美国汽车后市场协会

主席兼主席兼CEO Bill HanCEO Bill Han--

veyvey 用 美 国 事 实 告 诉 外用 美 国 事 实 告 诉 外

界界，，在经济寒冬时在经济寒冬时，，汽车汽车

后市场最能避险后市场最能避险。“。“当全当全

球经济发展好的时候球经济发展好的时候，，美美

国的后市场发展良好国的后市场发展良好；；但但

是当全球经济不好的时是当全球经济不好的时

目前目前，，规模较大的汽车后规模较大的汽车后

市场平台主要分为两种市场平台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面向终端用车消费者一是面向终端用车消费者

的的 BB22CC 平台平台，，如途虎养如途虎养

车等车等。。这类平台主要供应这类平台主要供应

保养易损件保养易损件，，配件的安装配件的安装

技术要求较低技术要求较低，，消费者可消费者可

自行安装自行安装，，也可去线下渠也可去线下渠

道 取 件 并 安 装道 取 件 并 安 装 。。 二 是二 是

OO22OO 模式的汽车电商平模式的汽车电商平

台台，，如车享如车享、、汽汽车超人等车超人等。。

车享是上汽集团旗下车享是上汽集团旗下

的中国汽车市场首个全生的中国汽车市场首个全生

命周期命周期 OO22OO 电子商务平电子商务平

台台，，于于 20142014 年上线年上线，，现现

旗下已拥有车享网旗下已拥有车享网、、车享车享

家家、、车享家车享家AppApp等多个业等多个业

务承接平台务承接平台，，以及车享新以及车享新

车车、、车享二手车车享二手车、、车享车享

汇汇、、车享付车享付、、车享配等多车享配等多

个业务类型个业务类型。。汽车超人是汽车超人是

金固股份旗下从事汽车配金固股份旗下从事汽车配

件及汽车后市场服务的件及汽车后市场服务的

OO22OO 电商平台电商平台，，提供一提供一

站式汽车综合服务站式汽车综合服务（（线上线上

采购汽车配件采购汽车配件，，线下享受线下享受

汽车保养汽车保养、、美容美容、、轮胎换轮胎换

装等装等）。）。

候候，，我们的后市场甚至发我们的后市场甚至发

展得更好展得更好。。2020年间年间，，我们我们

只有一年出现了负增长只有一年出现了负增长。。””

20192019 年年，，中国汽车后中国汽车后

市场已经呈现出避险特市场已经呈现出避险特

质质。。金固股份董事长孙锋金固股份董事长孙锋

峰 指 出峰 指 出 ，“，“20182018 年 以 来年 以 来 ，，

中国新车消费遇冷中国新车消费遇冷，，汽车汽车

后市场却进入爆发期后市场却进入爆发期。”。”国国

信证券在研究报告中指信证券在研究报告中指

出出，，中国汽车后市场规模中国汽车后市场规模

从从20132013年的年的55805580亿元增长亿元增长

至至 20192019 年近年近 11 万亿元万亿元，，年年

均复合增速近均复合增速近2020%%。。

随着中国汽车平均车随着中国汽车平均车

龄的提高龄的提高，，中国汽车后市中国汽车后市

场 空 间 大 幅 增 长场 空 间 大 幅 增 长 。。 20192019

年年，，中国平均车龄为中国平均车龄为 44..88

年年。。按照规律按照规律，，汽车使用汽车使用

年限超过年限超过 55 年后年后，，每年单每年单

车的维修车的维修、、汽车保养费用汽车保养费用

将会不断攀升将会不断攀升。。

招商证券在研究报告招商证券在研究报告

中指出中指出，，20202020年我国汽车年我国汽车

保有量将达到保有量将达到 33 亿辆亿辆，，平平

均车龄为均车龄为 55--66 年年，，按照单按照单

车每年维修保养成本平均车每年维修保养成本平均

为为40234023元计算元计算，，市场空间市场空间

将达到将达到11..22万亿元以上万亿元以上。。国国

信证券指出信证券指出，，随着我国汽随着我国汽

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行行

业法规不断完善业法规不断完善，，未来中未来中

国后市场将维持快速增长国后市场将维持快速增长

的态势的态势。。其中其中，，维修保养维修保养

作为占比最大的业务作为占比最大的业务 （（约约

4040%%），），势必会随着后市场势必会随着后市场

增长而快速发展增长而快速发展，，具有较具有较

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清科集团创始人清科集团创始人、、董董

事长倪正东表示事长倪正东表示，，市场并市场并

不缺钱不缺钱，，尤其对已经尤其对已经““跑跑

出来出来””的那些头部企业的那些头部企业。。

1-3年

日常保养；
易耗损部件

4-7年

日常保养+易耗损部件
橡胶类易老化部件等

7年之后

日常保养+易耗损部件
橡胶类易老化部件等

核心部件

10%

33%

33%

24%

■1-3年

■4-7年

■7-10年

■11-12年

资料来源：招商证券

2 没有控制点，赛道惨烈

3 后市场，逆周期的长赛道

4 稳赚不赔，途虎的生意经

我国车龄分布情况

维修保养需求随着汽车老龄化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