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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同行都爱与我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汽车4S店模式还能存在
多久？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问我：4S店到底还能不能干？
其实，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汽修行业如何进行自
我提升和革新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总结出中国汽车维修行
业的发展规律。”
——安莱（北京）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阚有波

汽车4S店模式还能存在多久？
◆文/北京 阚有波

一、中国汽修行业的发展历程

关的行业比如配件供应和维修技术培训等

客 户 要 求：有 保 障 才 行 (包 括 车 辆 安
全、钱包安全、被尊重等)。

中国汽修行业的发展历程比较特殊，如

获得快速发展。当时出现了著名的北京三里

果对其进行阶段划分，那么现在正处于第四

屯配件一条街，以经营进口车型配件为主，

在汽修行业前述三个发展阶段，我们会

阶段。

直到2000年，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配件

发现不同时期的企业管理者侧重点不同，也

市场才因市政建设的原因被取消，但随之而

就是说企业对管理者的“出身”要求应当各

来则是类似配件市场的兴起。

不相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国内大多

第一 阶段：车主以车队 或者单位的附
属部门为主。
特点：出现修理厂。
客户要求：有地方修车就行。
这个阶段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直

第三阶段：以4S店为代表的市场运作
模式。
特点：资源垄断为王，包括维修设备、

数汽修企业的管理者来自一线，源于大家都
认为汽车维修是技术活，如果管理者不懂技
术就无法管理技术工人，于是汽修行业出现

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当时几乎没有

维修资料、原厂配件、客户通路等。

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不懂技术的人不

私家车，所以很多单位或者企业就像配备司

客户要求：服务要好才行。

敢轻易管(管理)，懂技术的人不会管(管理)。

机班、食堂一样，配备了汽车修理部。这种

2000年前后，以技术为代表的综合修

这就催生了以做深、做透、做到家为主

修理场所属于内部修理。现在，这种形式的

理厂模式发生了变化：物资公司销售汽车的

要特征的连锁服务模式。当然，这一模式现

影子依然存在，比如国管局修理厂、民政部

方式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销售和服务一体化

在还处于转型和培育期，不同的地区其发展

修理厂、某某粮食局修理厂等。

成为主流；车主要求提高服务水平的呼声增

周期和出现时间点各有不同。比如，现在很

强了；为汽车生产厂提供相关服务的要求出

多城市的4S店已经出现了持续的利润下滑，

现了；汽修企业配件、技术、资料、设备的支

但一些三线城市还在大力拓张4S店，甚至

特点：技术和配件为王。

持力度不够了；管理部门对行业规范的要求

不惜重金圈地建设，所以就出现了某一城市

客户要求：把车修好就行。

更为严格了……总得来说，当时的汽修企业

4S店集体萧条的现象，但是这一特征正受

这一阶段，中国的汽车维修模式由“强

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于是出现了4S 店。

到中国汽车服务行业整体变革的影响。

制修理”发展到“定期维护，视情修理”。这

因此，可以明确认为，4S店是修理厂模式的

世间万物都有生命周期，汽车行业也是

个阶段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历史背景：进口

延伸，是汽修企业满足市场需要的一种升级

如此。顺应规律变化叫做顺势而为，违反客

车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早期的奔驰、丰田、

手段。

观规律则是逆势而上。以上是事物的客观发

第 二 阶 段 ：以 解 决 技 术 问 题 为 典 型
特征。

尼桑、三菱等成为高档车代名词。这也对汽
修行业提出了一个严峻挑战：配件和技术能
不能满足车主的需要？其实际结果是，配件
和技术均远不能满足车主要求，于是与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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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以做深、做透、做到家为主
要特征的连锁服务模式。
特点：用汽 车修理中的科学支 撑真正
的专业性。

展规律，规律存在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所
以说，4S店模式现在只是遭遇一个瓶颈期，
下一周期的变化已经开始，不过不是在表象
的变化，而在于内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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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汽修行业转型的外在条件

了一个必须进行自我改革的阶段，否则会出

1.限购

现“售后背不动整个店面”的情况。

技术研究院带领几十家企业通过空调项目实
现着这种调整与蜕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

加大，限购的议论在增强。很多人说东京、首

三、如何通过自我革新应对市场
竞争

尔、华盛顿等大城市的汽车保有量都比北京

如果说早期的4S店与综合修理厂的竞

通过“以技术为导向的技能提升、以亮点塑造

大，人家都不限购，我们也不应该限购！当

争靠的是信息不对称，那么现在完全是在对

为重点的客户开发、以运营管控为重点的项

然，限购与否我们没有讨论的必要，但是我

称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而且车主的对4S店的

目管理、以设备高效应用为主导的设备管理”

想告诉大家：千人汽车保用量才是关键，千

认识也从“迷信”阶段逐步走向“质疑甚至

等一系列配套行为，使得企业能够进行合理

人占地面积才是关键。所以，我认为中国大

不相信”。

转变，向“做专、做透、做到家”方向发展。

目前限购的城市在增多，限购的声音在

多数城市都会在“200辆车/千人”这个数据

随着汽车销售和4S店的快速扩张，很

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安莱(北京)汽车

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汽车空调的专项提升。

2．车型品牌专业化

附近推出限购政策(天津就是例子)。

多不专业的人已经进入这个行业，并且担任

以品牌为特点，开展专门针对本地区的

2．汽车保有量的饱和度

着很高的职务，这也是4S店逐渐不被认可的

车主专项服务，这已逐步得到行业的认可和

如果中国的汽车使用寿命为10年，从

原因之一。中国早期的4S店发端于综合修

追随。但是也出现了新问题，其实这就是4S

2000年到2013年，按照目前平均每年1760

理企业，所以服务工作做得很专业，这也是

店的“售后版”，本质并没有真正的变化。是

万新车增量计算，10年之内，中国汽车保有

早期4S店能赢得客户信任的原因。

否某一天综合修理厂会成为“某品牌的山寨

量将新增1.7亿台。按照14亿人口计算，那就

中国汽车行业开始进入第四个周期，

售后服务站”？这无非是客户的转移，并不

是1/8的人拥有汽车。年均1760万辆增量，

我认为，要想迎接第四个周期，一定要让客

是行业的提升，4S店也变成了“高级的品牌

遍地是车，平均每百人拥有汽车13.5辆，因

户对企 业 和 团 队 产 生信 任，“ 把 简单 问 题

综合修理厂”。

此，限购、淘汰、成本大增将是一个不变的

做深、做透、做到家”，才有机会生存。所以

3．车管家模式

话题。

“恢复信任”是后市场中的很多企业走出困

我预计，2018年，国内几个超大城市北
京、广州、上海的汽车市场将基本饱和，进

以一个独立机构为代表，为消费者提供

境的关键。

全面的车辆系统服务，如保险、养护、修理、

1．汽车横向专业化

美容、接送、救援、改装、验车等服务，然后

而汽车市场向大中型或一线城市推进，并且

以发动机、自动变速器、空调、制动4大

利用车主资源与相应的企业对接，完成专业

逐步进入二三线城市。最后，2025年，整个

方向进行深入开发和服务，从而使企业脱离

化服务。这一模式需随着汽车文化和中国车

中国汽车市场会达到饱和。

原有服务模式和技术模式。比如，很多人不

主时间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估计还需要2年

3．成本

知道刹车油和水是能够互溶的，刹车片温度

左右时间才能看到成效。

4S店曾经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代

高于180度，刹车油将气化，导致刹车失灵，

4．电子商务平台

名词，但 现在很多人开始质疑汽 车服务(尤

刹车的问题是全国的道路交通事故中30%

大家在惊叹淘宝2013年万亿销售额之

其是修理)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模式，于是

事故的原因。如果销售或者服务顾问能 够

余，其实也接受了一个事实：电子商务已经

与 之 配 套 的“低 调 奢 华 有内 涵”的“山 寨

在销售、维修、保养过程中，将这些专业知

走进汽车服务业。2013年，汽车电子商务完

版”服务站应运而生，
“服务与4S店一样，

识传递给客户,通过差异化服务让客户感受

成了几大探索：汽车销售电子商务有易车、

价 格 比 4 S 店 低 ”是 这 类 企 业 的“ 主 要 模

到4S店比竞争对手更专业，能提供更好的

汽车之家、搜狐汽车等，汽车零部件电子商

式”，也说明4S店的软 肋在于服务成 本 和

产品和服务，那么市场就不需要发生价格战

务有诸葛修车网等，汽车服务电子商务有车

服务价格上。

了。再比如，汽车空调出现故障后总是越修

蚂蚁、车工坊等。

4．人员的思维固化与自我感觉良好

越坏，这到底是设计原因还是修理原因？其

电子商务与实体店的结合是一个必然

这是一个软肋，这一软肋的后果就是容

实很多是修理原因，因为是修过之后才故障

趋势，汽修企业亟需破 解“技术+配件”的

易出现体系内的人员循环，新信息和资源很

高发的。2011年，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

整合难题。用网络留住客户，用技术营销锁

难在一个4S店体系内开展起来。

告》暗访发现：92%的R134a制冷剂属于假

定客户的心，用“让车不坏”的理念打动客

冒伪劣制冷剂，根本不是真正的R134a制冷

户，只有这样，汽车服务企业才能获得长远

剂，这导致压缩机的早期磨损。

发展。

综上所述，限购、淘汰、成 本大增，将
是一个不变的话题。4S店经营模式已经到

阚有波：安莱(北京)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国家质检总局汽车质量召回中心安全系统专家，2010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机动车检测维修职业技能竞
赛裁判长，主要从事汽车服务业上市、投融资、企业整合、行业发展研究、专利研发、汽车维修技术、汽车技术研究员课题开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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