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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美容项目在汽车维修企业中的重要性
◆文/北京 王鹤隆

洗车和美容是与车主接触最频繁

后发现进厂客户有局限性，营业收入不足

市场中种种因素的影响，实现起来并不容

的服务项目，如果汽车维修厂没有洗车

以支撑营运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

易。因此，第二阶段增加洗车项目，可以解

和美容项目，这家店面除非拥有非常多

老板四处走访交流。为了解决短期资金周

决资金周转问题。但从服务周期来看，洗车

的忠实客户，否则将面临经营困难的局

转问题，第二阶段增设洗车项目。一方面

属于短期服务项目，维修保养属于中期偏长

面。但是，洗车又属于短期服务项目，

巩固原有的维修客户，一方面透过洗车办

期服务项目。如果选择汽车美容项目，可以

如果汽车维修企业中没有像美容项目这

卡来增加些许营业收入，但收入还远远不

让店面拥有短、中、长期的服务项目。但通

样的中期服务项目做支撑，还是很难取

如原有的4S店。所以正在考虑再增设新

常增加汽车美容项目，需要拥有一定技术能

得好的经营效果。汽车后市场的主要服

的项目，但店面工位有限，迟迟无法下定

力的技师才能启动。若从市场上招聘现有的

务项目列于表1。

决心。

技师，短期在客户还没有认同之前，反而会

案例解析

增加店面的营运成本。增加汽车美容项目前

表1 汽车后市场的主要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 洗车 美容 装饰 保养 轮胎
服务周期 7天 1～2月 不固定 3～6月 3～5年
项目名称 维修 钣喷 精品 保险 改装
服务周期 不固定 不固定 1年
1年 不固定

主营项目以维修、保养为主，若以保养项目

汽车美容项目确实可以解决店面营运

来看，换油保养客户通常是3～6个月才需

短、中、长期客户服务周期的问题，如果

汽车美容项目在汽车维修企业中的重

从服务周期来看，陈老板第一阶段的

可以参考6W3H思考模式(表2)。

要保养1次。假设每次平均保养费用是500

先从简单的美容项目着手，这样可以大大

要性通过以下案例来说明。

元，其利润约为20%，平均每台毛利润为

降低经营的风险，例如打蜡及内饰清洗。

案例一

100元。若每月平均支出约20000元，每

透过培训与经验的积累，就能着手进行抛

案例说明

月必须有超过200台的车辆保养业务才能损

光、封釉、镀膜等美容项目。倘若初步已

陈老板曾在某4S店工作10年，维修

益平衡。而保养项目的服务周期为3～6个

经解决店面经营问题，建议陈老板能够提

技术非常精湛，为了圆自己的创业梦，在

月，高标则需要有1200位固定客户，低标

升店面档次及质量与服务，就可以慢慢提

某社区开设了一家120平方米、3个工位

则需要有600位固定客户。平均每天至少需

升进店客源的车辆档次，因为这决定着进

的三类维修厂。第一阶段以某品牌专修的

要6～7台的车辆进店。

店车主的消费能力。专业汽车美容的主要

维修、保养为主营项目，但经营一段时间

从数字上来看似乎不难实现，但因为

项目如表3所示。

表2 6W2H思考模式
思考切面 目的与效益
思考范例
Why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增设汽车美容项目可以完善客户周期服务。
What
When
Where

该做什么事

以精致手工洗车为基础，再延伸汽车美容项目。

该什么时候完成 1～2个月内完成整改工位。
在哪里进行

立即找施工队进行整改设计与工位规划。

备注
绝大部分的车主都会这么认为，如果最基本的服务“洗车”
都洗不好，想做汽车美容项目的意愿肯定下降。
只要项目可行性高，立即着手整改及筹划，避免失去良机。
在店面内张贴公告，并在平常服务车主中告知客户将增设的
服务项目，对于开展项目后的效果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招聘汽车美容学徒及中级汽车美容技师，组成项目团队，开展汽车
要设计好服务接待流程，能让店面正常运作。
美容项目。
价格、速度、质量、服务是车主经常要求的重点，但速度和质
Whom
为了谁而做
为厂内会员提供优质的汽车美容服务。
量通常无法成正比。
竞争对手分析，经营定位，制定 服务项目内容、价格，寻找相关工
拟定执行方案，尽可能地罗列出要执行的事项，然后附上
How
怎么做
具、设备、耗材(采购、询价)，店面布局规划、设计、制作，服务流
“执行人、协助人、日期”等，这样有利于执行进度。
程、工艺标准制定，会员系统采购、安装，设计营销方案。
装修费用，工具、设备、耗材采购费用，汇总数据后即可制定
How much 需要花多少钱 估算营运成本、制定营业目标、员工奖惩制度。
“营业目标及员工奖惩制度”。
How many 需要花费多少人力 洗车2人、美容1人。
根据工位进行计算应增加的人数和岗位。
Who

100

执行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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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专业汽车美容项目一览表
项目
周期
项目
周期
项目
周期

洗车
1～2次
发动机室清洗
6个月
不干胶清除
遇到立即

皮革保养
建议洗车时
内饰清洗
6个月
轮毂铁屑护理
6个月

橡胶养护
建议洗车时
打蜡
1个月
树胶清理
遇到立即

镀络件护理
建议洗车时
漆面抛光
1年
室内玻璃防雾
应季防护

轮胎养护
建议洗车时
水泥清除
遇到立即
大灯抛光
1年

玻璃磨光
1个月
虫尸清除
遇到立即
封釉
1年

玻璃镀膜
雨季前
柏油清洗
遇到立即
镀膜
1年

案例二

精品等。经过多年诚信经营，旗下员工约

案例说明

50人，客户积累超过3000位，是行业中

从服务周期来看，林老板所经营的二

林老板经营一家二类维修厂已经有很

的优良企业。但林老板个人觉得在经营上

类维修厂，已经能够满足客户基本需求，堪

多年，其营业项目有洗车、美容、钣金、

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却不知道从何着

称一站式综合汽车服务企业。想要在原有经

喷漆、维修、保养、保险、轮胎、装饰、

手处理。

营基础上获得提升空间，需要从很多经营数

案例解析

据分析及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够做出正确的
判断与分析。也就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登记
洗车区

解决问题的过程。例如分析财务面，收入与

冲洗

干湿分离

支出是否分类记录，分析营业收入获利情况

客户分类

与服务项目收入比例。查看所有的服务项目

擦车
擦车区

作业流程、库存周转率、客户满意度情况，

吸尘

包含了解员工满意度等。

护理

解决方案

4小时内
美容区
4小时以上

工位动线规划

打蜡

如果想要快速提升效益，可以将与客户

灯光明亮

内饰清洗

接触最频繁的洗车项目提升一个档次，以精

全车抛光

致洗车作为突破口，以增加客户的黏性，从而

封釉/镀膜/镀晶等

拓展中高端美容项目客户。由于林老板的企业

收银/刷卡

有钣金喷漆的项目，在汽车美容项目中的抛光
销售

收银/客休区

会员套餐

整齐整洁

精品

客户交流
信息反馈

容的水平。还需要调整的就是如下关键要领。
质量

(1)工位动线规划

价位

工位动线规划如图1所示。

登记/洗车/擦车/客户离店 整个流程必须顺畅
注意事项

业务中，仅需短期培训就能达到专业汽车美

如遇直进直出的店铺，登记人员需妥善登记来店顺序
并有效地指挥进店/离店的顺序，避免引起客户间的冲突。

(2)视觉/体验/开口行销
①洗车区CI(企业识别系统)规划
洗车区CI(企业识别系统)规划内容如图
2所示。

图1 工位动线规划图

②擦车区规划
洗车差异化
洗车区
企业介绍

机器洗车
传统洗车
精致洗车
公司简介
品牌简介

擦车区规划分成4个部份，分别为：施
工特点、6S管理、施工流程 终检表和行 销
工具。
施工内容包括：精致洗车、精致打
蜡、内饰精洗、封釉/镀膜、玻璃镀膜、发

视觉/体验/开口行销

动机清洗、轮毂清洗。
擦车区

6S管理包括：整理、整顿、清扫、清
洁、素养和安全。

客休区

美容区

图2 洗车区CI规划

行销工具包括：名片、体验卡、代金
券等。

2014/06· 汽车维修与保养 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