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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点

长租模式能否激活市场长租模式能否激活市场？？
首席记者 阮希琼

1999元开走一辆凯迪拉克

本报记者 吴琼

当听到当听到““最低每天只最低每天只

花 两 杯 咖 啡 的 钱花 两 杯 咖 啡 的 钱 （（6666

元元），），就能开上一辆凯迪就能开上一辆凯迪

拉克拉克””时时，，中国汽车流通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告诉记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告诉记

者者：“：“这是很好的汽车金这是很好的汽车金

融产品融产品，，将挖掘出城市的将挖掘出城市的

增量消费市场增量消费市场。。疫情期疫情期

间间，，很多没车的人感觉很很多没车的人感觉很

不方便不方便，，他们希望在疫情他们希望在疫情

结束后拥有一辆车结束后拥有一辆车。。但有但有

些人可能一下子拿不出这些人可能一下子拿不出这

么多钱么多钱，，通过这类汽车融通过这类汽车融

资租赁可以更快地实现自资租赁可以更快地实现自

由移动出行的愿望由移动出行的愿望。”。”

因为被租赁车辆的所因为被租赁车辆的所

有 权 并 不 属 于 使 用 者有 权 并 不 属 于 使 用 者 ，，

““ 租 啦租 啦 ”” 被 归 为 直 租 模被 归 为 直 租 模

式式。。易观国际相关业务人易观国际相关业务人

员看好直租的未来空间员看好直租的未来空间，，

““从业务形态上来看从业务形态上来看，，融融

资租赁目前主要可以分为资租赁目前主要可以分为

直租和回租两种不同的业直租和回租两种不同的业

务模式务模式。。直租的车辆所有直租的车辆所有

权属于融资租赁公司权属于融资租赁公司，，回回

租的车辆所有权则属于消租的车辆所有权则属于消

费者本人费者本人。。受到我国民众受到我国民众

者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者消费观念等因素的影

响响，，目前我国汽车融资租目前我国汽车融资租

赁领域售后回租的市场渗赁领域售后回租的市场渗

透率要高于直租透率要高于直租。。但随着但随着

未来我国汽车融资租赁行未来我国汽车融资租赁行

业的持续发展和消费者消业的持续发展和消费者消

费观念的逐渐转变费观念的逐渐转变，，我国我国

的汽车直租市场在未来预的汽车直租市场在未来预

计也将快速增长计也将快速增长。”。”

泰博英思汽车分析师泰博英思汽车分析师

孙木子较为谨慎孙木子较为谨慎，“，“这只这只

是个小众市场是个小众市场。‘。‘租啦租啦’’

这种金融产品供给量有这种金融产品供给量有

限限，，它取决于能够提供多它取决于能够提供多

少带本地牌照出租的车少带本地牌照出租的车。。

在上海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限购北京这样的限购

城市市场城市市场，，整车企业及汽整车企业及汽

车租赁公司可以提供的数车租赁公司可以提供的数

量有限量有限。”。”

33 月月 2121 日晚日晚，，天猫直播天猫直播

节节，，李佳琦与汽车行业的第李佳琦与汽车行业的第

一次合作在直播间开启一次合作在直播间开启，，他他

带来的不是一辆车带来的不是一辆车，，而是凯而是凯

迪拉克最新的长租方案迪拉克最新的长租方案————

““租啦租啦””计划计划。。

事实上事实上，，这样这样““以租代以租代

购购””的模式在国内早有先行的模式在国内早有先行

者者，，但主要由融资租赁公司但主要由融资租赁公司

承担承担。。而而““租啦租啦””计划的推计划的推

出出，，意味着主机厂也开始涉意味着主机厂也开始涉

水汽车租赁业务水汽车租赁业务。。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我们需要新我们需要新

的业务模式来激活市场的业务模式来激活市场，，汽汽

车长租是上汽通用汽车尚未车长租是上汽通用汽车尚未

涉足过的涉足过的‘‘蓝海蓝海’’市场市场，，现现

在或许是试水的最佳时机在或许是试水的最佳时机。”。”

凯迪拉克二手车和大客户经凯迪拉克二手车和大客户经

理黄翔说理黄翔说。。

在防控疫情与提振经济在防控疫情与提振经济

并重的当下并重的当下，，驾车出行保护驾车出行保护

健康是刚需健康是刚需，，对于那些对于那些““手手

头有点紧头有点紧””却又不愿意却又不愿意““消消

费降级费降级””的消费者来说的消费者来说，，凯凯

迪拉克的长租计划确实十分迪拉克的长租计划确实十分

吸引人吸引人。。

在在““租啦租啦””计划中计划中，，消消

费者可选择费者可选择 33 年年、、44 年年、、55 年年

的租赁时长的租赁时长，，凯迪拉克旗下凯迪拉克旗下

主力车型全部参与主力车型全部参与。。合约到合约到

期后期后，，消费者有退租消费者有退租、、换换

租租、、回购三种模式可选回购三种模式可选，，用用

车方式更为灵活车方式更为灵活。。

黄翔帮记者算了笔账黄翔帮记者算了笔账，，

以凯迪拉克以凯迪拉克 XTXT44 技术型为技术型为

例例，，租赁三年首年每天的租租赁三年首年每天的租

金为金为9999元左右元左右，，租赁五年则租赁五年则

只有只有 6666 元元//天天，，同级别的车同级别的车

型在租赁平台上报价大概在型在租赁平台上报价大概在

400400 元元//天天；；对比全款购车对比全款购车，，

算上优惠算上优惠、、购置税购置税、、保险保险、、

上牌等费用上牌等费用，，该车购买价格该车购买价格

在在 2525..55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如果选择如果选择

三年长租再回购三年长租再回购，，算上理财算上理财

资金回报资金回报，，总价只有总价只有2424万元万元

左右左右。。

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还推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条还推出了令人难以拒绝的条

款款。。

““对比传统的贷款买车对比传统的贷款买车，，

‘‘租啦租啦’’项目额外赠送给客户项目额外赠送给客户

购置税购置税、、首年保险首年保险，，以及每以及每

年两次保养年两次保养，，并且自带牌并且自带牌

照照，，免去了消费者在购车过免去了消费者在购车过

程中的很多烦恼程中的很多烦恼。”。”黄翔说黄翔说，，

““对比其他的租赁平台对比其他的租赁平台，，我们我们

租的不是二手车租的不是二手车，，而是一辆而是一辆

全新豪华车全新豪华车，，相当于用户每相当于用户每

隔隔 33--55 年就能换一辆新车年就能换一辆新车，，

价格也很亲民价格也很亲民。”。”

换 句 话 说换 句 话 说 ，， 整 个 过 程整 个 过 程

中中，，用户只要负责加油就可用户只要负责加油就可

以了以了，，在减少了消费者经济在减少了消费者经济

负担的同时负担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也让消费者更

加省心加省心。。不仅如此不仅如此，，为了充为了充

分保证特殊时期用户的健康分保证特殊时期用户的健康

和安全和安全，，填写并提交审核资填写并提交审核资

料料、、签订租赁协议签订租赁协议、、支付宝支付宝

余额支付保证金……用户只余额支付保证金……用户只

需下载需下载 MyCadillac AppMyCadillac App，，所所

有的流程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有的流程都可以在线上完成。。

““疫情让车市雪上加霜疫情让车市雪上加霜，，

经销商的库存压力都很大经销商的库存压力都很大，，

但我们不希望通过价格战去但我们不希望通过价格战去

争夺市场争夺市场。”。”黄翔说黄翔说，“，“希望希望

通过新模式的探索来构筑消通过新模式的探索来构筑消

费信心费信心，，撬动市场撬动市场。”。”

““租啦租啦””模式看上去很诱模式看上去很诱

人人，，但又有多少消费者会选但又有多少消费者会选

择它择它？？它能撬动多少市场增它能撬动多少市场增

量量？？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租啦租啦””计划计划

上线仅半个月上线仅半个月，，凯迪拉克天凯迪拉克天

猫旗舰店累计浏览量就达到猫旗舰店累计浏览量就达到

了了 200200 多万多万，，有有 35003500 多人咨多人咨

询该业务询该业务；；APPAPP 运营平台活运营平台活

动点击量达到了动点击量达到了22..77万万。。两个两个

平台订单总数已经超过了平台订单总数已经超过了200200

单单。。

““我们的线上转换率在我们的线上转换率在

88%%左右左右。。下一步下一步，，我们要聚我们要聚

焦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数据焦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数据，，

提高线上转换率提高线上转换率。”。”黄翔说黄翔说。。

事实上事实上，，在上汽通用汽在上汽通用汽

车的规划中车的规划中，，凯迪拉克推出凯迪拉克推出

““租啦租啦””模式模式，，目的不仅仅是目的不仅仅是

撬动市场增量撬动市场增量，，其背后还有其背后还有

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盘活存量市场—盘活存量市场。。

合约到期后合约到期后，，如果消费如果消费

者选择结束租赁者选择结束租赁，，那么这些那么这些

二手车资源将流回到上汽通二手车资源将流回到上汽通

用汽车用汽车。。

““上汽通用汽车拥有一套上汽通用汽车拥有一套

完整的二手车评估体系完整的二手车评估体系，，这这

些车返厂后些车返厂后，，我们就可以推我们就可以推

出上汽通用认证的标准二手出上汽通用认证的标准二手

车车，，33 年年、、44 年年、、55 年都有年都有，，

消费者不用通过黄牛购买消费者不用通过黄牛购买，，

更放心更放心。”。”黄翔说黄翔说，“，“以前以前，，

我们想做二手车业务我们想做二手车业务，，但把但把

控不了车源控不了车源，，经销商向我们经销商向我们

要车要车，，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而在而在‘‘租租

啦啦’’模式下模式下，，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就可以给

经销商更多的二手车盈利机经销商更多的二手车盈利机

会会。”。”

再来回看去年上海车展再来回看去年上海车展

上上，，上汽通用汽车推出的上汽通用汽车推出的

““77SS 模 块 化 经 销 商 服 务 体模 块 化 经 销 商 服 务 体

系系”，”，其涵盖了新车销售其涵盖了新车销售、、售售

后服务后服务、、配件配件、、客户关怀客户关怀、、

二手车二手车、、共享共享、、金融服务七金融服务七

大维度大维度。。不难发现不难发现，，随着随着

““租啦租啦””模式的推出模式的推出，，上汽通上汽通

用汽车的用汽车的77SS服务生态圈正在服务生态圈正在

逐步成型逐步成型。。

首席记者 李修惠

““凯迪拉克长租计划更凯迪拉克长租计划更

多地会吸引个人用户多地会吸引个人用户。”。”享享

道租车市场部总监庄寅分道租车市场部总监庄寅分

析析，，凯迪拉克长租业务与面凯迪拉克长租业务与面

向向BB端的汽车租赁公司的业端的汽车租赁公司的业

务重合度不是很高务重合度不是很高。。在面向在面向

企业用户领域企业用户领域，，整车企业一整车企业一

般只会提供自己品牌的车般只会提供自己品牌的车

型型，，而跨国企业在租车时一而跨国企业在租车时一

般都倾向于选择自己归属地般都倾向于选择自己归属地

的品牌的品牌。“。“韩企喜欢用现代韩企喜欢用现代

的车的车；；日企偏爱丰田日企偏爱丰田、、日日

产产；；美国企业自然选福特美国企业自然选福特、、

凯迪拉克凯迪拉克；；欧洲企业更倾向欧洲企业更倾向

于用德系车于用德系车。”。”

““整车厂提供的车辆价整车厂提供的车辆价

格会比较有优势格会比较有优势。”。”庄寅表庄寅表

示示，，除了在定价上拥有天然除了在定价上拥有天然

优势优势，，其自身品牌知名度也其自身品牌知名度也

能帮助它在切入长租业务时能帮助它在切入长租业务时

更快地获得消费者的信赖更快地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而在企业用车领域而在企业用车领域，，提提

供整体解决方案是目前的趋供整体解决方案是目前的趋

势势。“。“现在现在，，企业的用车需企业的用车需

求都很复杂求都很复杂，，企业不但有长企业不但有长

租需求租需求，，还有临时用车还有临时用车、、年年

会用车会用车、、员工加班用车员工加班用车，，甚甚

至违章处理等多种需求至违章处理等多种需求。”。”

庄寅说庄寅说，，享道租车在企业用享道租车在企业用

车市场深耕近三十年车市场深耕近三十年，，经历经历

了井喷期和平稳期了井喷期和平稳期，“，“企业企业

用户的诉求已日渐成熟用户的诉求已日渐成熟，，租租

赁公司必须从以前的赁公司必须从以前的‘‘比价比价

格格’，’，到现在比谁能满足客到现在比谁能满足客

户的多元化需求户的多元化需求。”。”

享道租车自从与享道出享道租车自从与享道出

行整合后行整合后，，定位于企业级出定位于企业级出

行服务运营商行服务运营商，，致力于给企致力于给企

业客户提供各种场景下的一业客户提供各种场景下的一

揽子用车解决方案揽子用车解决方案。。比如比如，，

为了更好地助力疫情后的复为了更好地助力疫情后的复

工工，，享道租车推出的享道租车推出的““通勤通勤

小班车小班车””业务业务，，就是为解决就是为解决

企业客户在疫情期间的通勤企业客户在疫情期间的通勤

痛点而特别推出的痛点而特别推出的。。该业务该业务

上线仅一周就已经收到上线仅一周就已经收到292292

单单，，服务近服务近10001000人次人次。“。“新新

业务挺受欢迎的业务挺受欢迎的，，我们一直我们一直

在尝试用这种更贴心在尝试用这种更贴心、、更创更创

新的服务去巩固客户新的服务去巩固客户。”。”

““其实其实，，我们的销售人我们的销售人

员在面对企业用户时员在面对企业用户时，，根本根本

无需介绍长租在价格方面的无需介绍长租在价格方面的

优势优势。”。”庄寅表示庄寅表示，，考虑到考虑到

保费保费、、养车开销养车开销、、司机费司机费

用用、、折旧费用折旧费用、、旧车处置等旧车处置等

一系列成本资源管控问题一系列成本资源管控问题，，

长租模式对企业而言最经长租模式对企业而言最经

济济。“。“所以我们更注重在服所以我们更注重在服

务务、、营销上用很多创新举措营销上用很多创新举措

去吸引新客户去吸引新客户、、留住老客留住老客

户户。”。”

在企业长租领域在企业长租领域，，销售销售

与品牌营销方式相对传统与品牌营销方式相对传统，，

都以线下为主都以线下为主。。一方面为了一方面为了

减缓疫情对销售情况的影减缓疫情对销售情况的影

响响，，另一方面为了撬动增另一方面为了撬动增

量量。。今年今年，，享道租车将在营享道租车将在营

销上销上““翻花样翻花样”，”，开始在销开始在销

售模式上引入创新售模式上引入创新。。

““长租行业本来就是靠长租行业本来就是靠

口碑营销口碑营销。”。”庄寅称庄寅称，，要让要让

老用户为自己传播口碑老用户为自己传播口碑，，挖挖

掘新用户掘新用户，，达到裂变式营销达到裂变式营销

的效果的效果。。

品牌营销上品牌营销上，，享道租车享道租车

也开始试水在线营销也开始试水在线营销。“。“以以

前前，，线下会务线下会务、、展会都是常展会都是常

见的品牌宣传场合见的品牌宣传场合。”。”但疫但疫

情会影响今年的大型集会活情会影响今年的大型集会活

动动，“，“第二季度到年底第二季度到年底，，我我

们会尝试线上的拉新和获们会尝试线上的拉新和获

客客。”。”庄寅称庄寅称，，从下月起从下月起，，

部分微信用户就能在朋友圈部分微信用户就能在朋友圈

看见享道租车的推广看见享道租车的推广。。针对针对

采购人与用车人的传播内容采购人与用车人的传播内容

会有所不同会有所不同，“，“我们将用精我们将用精

准投放的方式准投放的方式，，让采购人着让采购人着

重了解享道租车如何为企业重了解享道租车如何为企业

实现降本增效实现降本增效，，让用车人了让用车人了

解享道租车的品质服务解享道租车的品质服务。”。”

新模式构筑
消费信心1 盘活增量

背后的存量2

牌照和观念

痛点

“以前打价格战，现在拼多元化”

汽车直租 挖掘增量市场

来自租赁公司的声音来自租赁公司的声音

根据规划，凯迪拉克“租啦”的目标消费群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白领，想要改善生

活却积蓄不够；第二类是海归，他们在国外习惯了长

租模式，但国内找不到类似的豪华车长租服务；第三

类是中小企业，租赁可以抵消公司费用，无须担心固

定资产折旧等。

不过，在“租啦”计划的推进过程中依然遇到了

诸多痛点。“我们希望客户在整个过程中什么都不用

操心，但前来咨询的客户还是会细细地算账，比较

‘租’和‘买’哪个更便宜。同时，他们很关心牌照的问

题。”黄翔说。

据介绍，在上海，目前凯迪拉克对长租车型仅提

供沪C或其他非限牌城市的号牌，并不能完全解决牌

照难题。此外，观念上的差异也成了业务拓展中的阻

碍。“在美国，41%的用户以长租方式拥有豪华车，

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还是‘落袋为安’。”黄翔说。

针对万亿级的中国汽车金融市场，目前，以租代

购在市场中的渗透率不到2%。但相信随着国内年轻

消费者增多，汽车租赁的可接受程度也将有所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