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严瑶

下班时分，静安区安远路上的一家连锁汽修店门口停满了车。红

底白字的大招牌，几乎横跨了三个普通店面，显得分外引人注目。

“今年复工复产以来，途虎养车的业务量快速回升。

仅在上海地区，途虎养车工场店就新开了20多家。”途虎

养车CEO陈敏告诉记者。这家安远路上的途虎养

车工场店就是新开门店之一。“目前，途虎

在全国的门店已经恢复到疫情发生前水平，

从4月开始，整体业务实现正增长。”

随着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以及平均车

龄逐渐上升，今年中国汽车后市场规模将达

到17004亿元，这个数字在2019年为13327

亿元。数据显示：未来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均

增速或将超过30%。

后市场显然已成为一片“红利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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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过程中，记者获悉：受疫情影响，今年一些地

区车辆的行驶里程有所减少，进店保养频次大幅降低；同

时，一些车主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减少支出已是必然。

后市场上，途虎养车、天猫养车、京车会（京安

途）的快速扩张，使得供应链体系日趋完善。在价格越

来越透明、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一场腥风血雨的价格战

似乎已经打响。

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传统型汽修企业如何找到新

发展？应该看到，企业在拼价格的背后，其实要拼的是

用户服务和数字化能力。

就“数字化”而言，传统企业往往只看重“在

线”，以为“上线了”就是“新经济”。但基础设施没

变，思维方式没变，只不过做了个“移栽”的过程，血

脉不通、水土不服，最后还是会蔫。

但传统企业依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多年的行业经

验、扎实的维修基本功等。只要从思想上转变，把自己

赛道上的产品和服务做好，结合业务数据化的过程，实

实在在走出转型的第一步，即便没有互联网基因，也能

“后发制人”。

掘金后市场掘金后市场，“，“数字化是关键数字化是关键”？”？
瞄准“万亿”级大市场，互联网型汽修连锁店加盟火热

““技师干活周到技师干活周到，，维修维修

车间空间大车间空间大，，休息室环境干休息室环境干

净净，，前台小姑娘还帮忙倒前台小姑娘还帮忙倒

水水。”。”何先生是一家传统汽何先生是一家传统汽

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员工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员工，，

几天前几天前，，他在途虎养车保养他在途虎养车保养

完汽车后连连称赞完汽车后连连称赞，，还在微还在微

信朋友圈发了推文信朋友圈发了推文。“。“真的真的

很满意很满意，，我已经推荐朋友去我已经推荐朋友去

体验了体验了。”。”

这段时间以来这段时间以来，，不少人不少人

发现发现，，身边新开的途虎养车身边新开的途虎养车

门店越来越多门店越来越多。。尤其在很多尤其在很多

大城市大城市，，消费者只要打开手消费者只要打开手

机就能找到离家只有几百米机就能找到离家只有几百米

路途的途虎店路途的途虎店。。数据显示数据显示，，

途虎养途虎养车工场店在全国大约车工场店在全国大约

有有 16001600 家家，，上海地区有上海地区有 200200

多家多家。“。“工场店在全国范围内工场店在全国范围内

每天以每天以22至至33家的速度增长家的速度增长，，

预计到今年年底预计到今年年底，，工场店数工场店数

量将突破量将突破20002000家家。”。”陈敏说陈敏说。。

在途虎养车迅速扩张的在途虎养车迅速扩张的

同时同时，，天猫养车也开始映入天猫养车也开始映入

眼帘眼帘。。上中路上上中路上，，标有标有““标标

准准、、透明透明、、有保障有保障””的天猫的天猫

养车店吸引了不少热衷于尝养车店吸引了不少热衷于尝

试的消费者试的消费者。“。“冲着天猫这冲着天猫这

个牌子吧个牌子吧，，想来试试看想来试试看。”。”

一位消费者说一位消费者说，“，“打开手机打开手机

支付宝支付宝 APPAPP 输入输入‘‘天猫养天猫养

车车’，’，不用下载软件不用下载软件，，很快很快

就能查询到附近的修车门就能查询到附近的修车门

店店，，挺方便的挺方便的。”。”记者通过记者通过

天猫汽车事业部了解到天猫汽车事业部了解到，，从从

今年今年33月初天猫养车开设第月初天猫养车开设第

一家门店开始一家门店开始，，迄今加盟店迄今加盟店

数量已达到数量已达到 5050 家家，，上海地上海地

区有区有44家家。。天猫养车门店发天猫养车门店发

展总监许贺军在接受记者采展总监许贺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访时说：“：“我们的既定计划我们的既定计划

是集中在江浙沪地区布点是集中在江浙沪地区布点，，

但没想到市场但没想到市场反响这么热反响这么热

烈烈，，我们索性就拥抱市场我们索性就拥抱市场，，放放

开加盟开加盟。”。”目目前前，，天猫养车加天猫养车加

盟店报名数已超过盟店报名数已超过10001000家家。。

““车辆是复杂的机器车辆是复杂的机器，，

即便是最老练的施工师傅即便是最老练的施工师傅，，

仅凭经验仅凭经验，，也有可能出现失也有可能出现失

误误，，只有对细节严格把握只有对细节严格把握，，

才能够让客户的车辆得到最才能够让客户的车辆得到最

大安全保障大安全保障。”。”一位行业人一位行业人

士说士说。。

去年去年，，途虎养车对外发途虎养车对外发

布了途虎养车工场店服务标布了途虎养车工场店服务标

准评价体系准评价体系。。其中其中，，在进行在进行

轮胎类项目质检时的操作规轮胎类项目质检时的操作规

范令人印象深刻范令人印象深刻：：操作员必操作员必

须使用扭力扳手须使用扭力扳手，，每颗螺丝每颗螺丝

需要用扭力扳手拧到听见需要用扭力扳手拧到听见

““咔咔咔咔””两声两声。。

同样的同样的，“，“对天猫养车对天猫养车

来说来说，，加盟店的数量已经不加盟店的数量已经不

再是今年的考核指标再是今年的考核指标，，帮助帮助

合作伙伴经营好每一家店才合作伙伴经营好每一家店才

是真正的是真正的 KPIKPI。”。”许贺军直许贺军直

言言，“，“我们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合作要做的是帮助合作

伙伴先打造流程标准伙伴先打造流程标准、、管理管理

有序有序、、体验优质的门店体验优质的门店，，同同

时围绕信任基石时围绕信任基石，，让门店有让门店有

足够的抓手去触达周围足够的抓手去触达周围33--55

公里范围内的客户公里范围内的客户。”。”

面对面对““万亿万亿””级汽车后级汽车后

市场市场，，众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众多互联网公司纷纷

跨界入局跨界入局。。除了腾讯入股的除了腾讯入股的

途虎养车外途虎养车外，，阿里的天猫养阿里的天猫养

车车、、京东构建的自有品牌京东构建的自有品牌

““京安途京安途””等也渐渐做得风等也渐渐做得风

生水起生水起。。特别是近期特别是近期，，互联互联

网型汽修连锁店受到资本热网型汽修连锁店受到资本热

捧捧，，线下门店加盟火热线下门店加盟火热。。伴伴

随着这波互联网型汽修店的随着这波互联网型汽修店的

快速入场快速入场，，后市场在迎来诸后市场在迎来诸

多发展新可能的同时多发展新可能的同时，，行业行业

也经历着一场也经历着一场““大转型大转型”。”。

从从““绝活时代绝活时代””到到““标准标准

化化””时代时代，，其更多地依赖品其更多地依赖品

牌影响力和用户口碑裂变牌影响力和用户口碑裂变。。

如今如今，，互联网型汽修店建立互联网型汽修店建立

起的一套从供应链起的一套从供应链、、服务到服务到

员工培养的标准流程员工培养的标准流程，，正是正是

他们得以快速复制的基础他们得以快速复制的基础。。

如何去规范良莠不齐的如何去规范良莠不齐的

汽车后市场汽车后市场？？跨界入局的互跨界入局的互

联网企业有自己的一套打联网企业有自己的一套打

法法。。

和传统汽修门店采购零和传统汽修门店采购零

部件企业的产品不同部件企业的产品不同，，去去

年年，，京东建立了自有品牌京东建立了自有品牌

““京安途京安途”，”，以互联网特有的以互联网特有的

创新思维破局后市场创新思维破局后市场。。

““ 京 安 途 的 产 品 线 很京 安 途 的 产 品 线 很

全全，，轮胎轮胎、、易损件易损件、、汽车养汽车养

护应有尽有护应有尽有，，而且京东自有而且京东自有

物流配送方便物流配送方便。”。”安徽芜湖安徽芜湖

一家门店的店长说一家门店的店长说，“，“到店到店

维修的客户中维修的客户中，，大多数买的大多数买的

也都是京安途产品也都是京安途产品，，他们对他们对

京 东 的 品 质 背 书 非 常 认京 东 的 品 质 背 书 非 常 认

可可。”。”今年今年 66 月月，“，“京途安京途安””

成交额再创新高成交额再创新高，，同比增幅同比增幅

高达高达7777%%。。

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入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入

局局，，后市场的增值服务正从后市场的增值服务正从

汽车本身向外延展汽车本身向外延展。。除了构除了构

建自有品牌建自有品牌，，后市场还延伸后市场还延伸

出出““新物种新物种”，”，有时垂直领域有时垂直领域

的单点甚至的单点甚至““打爆打爆””市市场场。。

““只要车辆注册时间不只要车辆注册时间不

超过超过55年年，，行驶总里程不超行驶总里程不超

过过 1010 万公里万公里，，用户在途虎用户在途虎

养车工场店享受指定保养服养车工场店享受指定保养服

务时务时，，即可免费领取质保服即可免费领取质保服

务务。”。”不久前不久前，，途虎养车首途虎养车首

次做出发动机次做出发动机、、变速箱最高变速箱最高

1010 年质保承诺年质保承诺。。车主未来车主未来

不确定的维修支出不确定的维修支出，，都将被都将被

途虎养车稳定的保费支出提途虎养车稳定的保费支出提

前埋单前埋单。。

截至截至77月初月初，，全国已有全国已有

超过超过 1111 万车主免费获得了万车主免费获得了

““发动机变速箱质保发动机变速箱质保””权权

益益。。这种这种““部件部件++保险保险””模模

式在打破行规式在打破行规，，引发车主点引发车主点

赞的同时赞的同时，，也成为汽车后市也成为汽车后市

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服务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服务

““新物种新物种”。”。

““既然给予车辆既然给予车辆1010年质年质

保保，，就更要保证给用户用的就更要保证给用户用的

机油机油、、变速箱油是相对更好变速箱油是相对更好

的的。”。”陈敏说陈敏说。。这也从另一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规范了如今产品品质个角度规范了如今产品品质

良莠不齐的后市场良莠不齐的后市场，，给了消给了消

费者一颗费者一颗““定心丸定心丸”。”。

不难发现不难发现，，通过用户画通过用户画

像像，，途虎养车等企业正在创途虎养车等企业正在创

新模式新模式，，找到用户其他需找到用户其他需

求求。。相比传统汽车养护行相比传统汽车养护行

业业，，他们让用户花钱购买的他们让用户花钱购买的

已不仅仅是产品本身已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而是而是

整个服务包整个服务包。。这无疑是耳目这无疑是耳目

一新且充满前景的一新且充满前景的。。

““在工场店在工场店，，所有客户所有客户

的进店服务流程的进店服务流程、、客户的信客户的信

息以及施工记录都是电子化息以及施工记录都是电子化

的的，，而且这个电子化的订单而且这个电子化的订单

记录和到店记录都是和车主记录和到店记录都是和车主

在途虎在途虎 APPAPP 上的消费记录上的消费记录

打通的打通的。”。”陈敏说陈敏说。。目前目前，，

基于基于““智慧门店智慧门店””理念理念，，途途

虎养车给客户提供线上自助虎养车给客户提供线上自助

预约预约，，以及一些门店的透明以及一些门店的透明

车间维修直播服务等车间维修直播服务等。。

20112011 年年，，途虎养车成途虎养车成

立立，，当时只是一家电商公当时只是一家电商公

司司；；20162016 年年，，途虎养车开途虎养车开

始从线上切入线下始从线上切入线下，，发展工发展工

场店场店。。可以说可以说，，数字化是这数字化是这

家企业与生俱来的基因家企业与生俱来的基因。。在在

途虎养车后台的途虎养车后台的““客户车辆客户车辆

分析分析””表单中表单中，，车辆品牌占车辆品牌占

比比、、保养周期数据保养周期数据、、进店车进店车

辆车价及车龄分布等信息一辆车价及车龄分布等信息一

目了然目了然。。这也使得一家家智这也使得一家家智

慧门店成为整个产业链分散慧门店成为整个产业链分散

在消费者之中的一个个数据在消费者之中的一个个数据

中心中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汽汽

车后市场完成数字化升级后车后市场完成数字化升级后

可实现多方共赢可实现多方共赢。。对行业上对行业上

游来说游来说，，厂商可以通过智慧厂商可以通过智慧

门店门店，，实现对消费品类和价实现对消费品类和价

格等数据的收集格等数据的收集，，建立有效建立有效

的生产的生产、、销售反馈路径销售反馈路径，，有有

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对下对下

游而言游而言，，能使门店实现数字能使门店实现数字

化管理化管理，，将产品供应链管将产品供应链管

理理、、服务服务、、运营标准化运营标准化；；终终

端消费者则拥有更加可信端消费者则拥有更加可信

任任、、高效的服务选择和体高效的服务选择和体

验验。。

陈敏介绍陈敏介绍：“：“通过互联通过互联

网网，，途虎养车用户甚至能够途虎养车用户甚至能够

看到一个汽车零配件或者一看到一个汽车零配件或者一

桶油从出厂到仓储桶油从出厂到仓储、、物流配物流配

送到门店送到门店，，再到技师的安装再到技师的安装

服务服务，，抵达售前售后上的每抵达售前售后上的每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

庞大的线上流量庞大的线上流量、、仓储仓储

和物流能力和物流能力、、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品品

牌优势牌优势，，尤其是强大的数字尤其是强大的数字

化能力成为互联网型汽修企化能力成为互联网型汽修企

业布局后市场的底层支撑业布局后市场的底层支撑。。

相关人士分析相关人士分析，，互联网型汽互联网型汽

修企业如果能在技术上深耕修企业如果能在技术上深耕

细作细作，，平台的导流加上供应平台的导流加上供应

链的支撑将会进一步压缩传链的支撑将会进一步压缩传

统门店的生存空间统门店的生存空间。。

如今看来如今看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

给汽车后市场开拓出一个广给汽车后市场开拓出一个广

阔的发展空间阔的发展空间，，也对市场中也对市场中

每一位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每一位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和挑战要求和挑战。。在后市场竞争在后市场竞争

的下半场的下半场，，谁能取得谁能取得““数字数字

化化””升级的优势升级的优势，，谁将占据谁将占据

先机先机。。

直面“服务经济”，
互联网企业跨界后市场扎堆开店1

听见“咔咔”两声，
从“绝活时代”到“标准化”时代2

创造后市场“新物种”，
花钱买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3

“数字化”势不可挡，
“智慧门店”让用户感知每个环节4

记者手记

“上线了”不等于“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