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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发展，汽车物流作为汽车行业供应
链的关键环节，也逐步发展繁荣。然而，2018年中国车市销量首次
下滑，无疑使汽车物流市场的参与者感受到了压力；相关政策和法
规的颁布将更进一步推动汽车物流市场的结构性变革。在这样的
背景下，中国汽车物流市场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走向何方？汽车物
流公司又该如何应对市场的风起云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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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汽车市场，中
国汽车物流市场快速增长。2013-2017年，中
国汽车物流市场规模实现了超过10%的复合
增长率，市场规模在千亿元级别1。

思略特认为，未来受新车销售、汽车后市场、
新能源汽车等整体行业发展趋势的影响，中
国汽车物流市场将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
展格局，主要体现在整车物流市场和零配件
物流市场两个方面。

机遇与挑战并存

1. 资料来源：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在整车物流市场

1）新车物流市场：2018年中国新车销售出现20
余年来首次下滑，新车物流市场面临较大挑
战；同时，GB1589政策的实施将导致整车公
路运输成本上升，催生对于合规运力的需求

2）二手车物流市场：二手车市场近年来蓬勃发
展，异地迁移限制取消，或刺激二手车物流市
场快速发展；但同时由于二手车销售需求较
为零散，消费者购买偏好以及市场格局等原
因，二手车物流市场发展前景谨慎乐观

在零配件物流市场

1）售前零配件物流市场：新能源车市场迅速增
长，将拓展三电相关零部件入厂以及造车新势
力客户机遇；但新能源市场规模仍旧较小，对
于售前零配件物流市场影响有限

2）售后零配件物流市场：近年来中国汽车后市
场快速发展，带动售后零配件物流市场蓬勃
发展；但汽车后市场复杂的渠道以及庞大的
产品种类数量，对售后零配件物流市场的发
展提出了较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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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物流市场承压

2018年中国乘用车新车销售数量为2371万台2，同比
下滑约4%，乘用车新车销售出现20余年来首次下 
滑（见图一）。在这样的汽车销售寒冬下，销量的进一
步下滑将直接挤压原材料、入厂件及整车物流的市场 
空间。

二手车物流市场发展前景谨慎乐观

近年来，国内二手车市场快速发展，二手车交易量持
续增长。2016年，中国二手车交易量为1039万辆，首
次突破千万量级别。2017年，随着限迁政策的解除，二
手车交易量再次攀升达1240万辆，同比增长19%；二
手车交易额达8093亿元，同比增长34%（见图二）。

图一
2014-2018年中国乘用车销量
（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物流市场长期以来存在物流成本
居高不下、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同时，整车物流受市
场需求影响，季节性波动明显，无法像原材料及入厂
件通过JIT（Just-In-Time）等方式实现零库存，物流
及库存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并且国内各大汽车企业
均自建运输网络，企业间缺乏有效合作，造成运力资
源的重复投入。

在此背景下，《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
荷及质量限值》（GB1589-2016）全面实施将进一
步导致整车公路运输成本的上升，单量轿运车运力
缩减，从而催生全行业新增7-8万台合规轿运车需 
求3，且合规轿运车运力的购置导致公路运输成本上升 
2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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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IHS，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图二
2013-2017年中国二手车交易量
（单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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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车电商的蓬勃发展，也同时催生了对于二手车物
流的业务需求。2017年二手车电商各类型平台的总交
易量为218.4万辆，同比增长51.2%。二手车电商平台
的营销投入，以及其在二手车认证等方面做出的巨大
进步，使得更多消费者选择电商渠道购买二手车。

与此同时，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将全面取消二手
车限迁政策，便利二手车交易。思略特认为，取消二手
车限迁政策将成为进一步刺激以二手车交易为主的汽
车行业消费流通的重要手段5。

虽然二手车交易量快速上涨，但相比新车物流二手车
物流市场的发展仍存在多种挑战：

• 运输节点布局分散：不同于新车物流由厂家至经销
商的集中式运输模式，二手车车源较为分散，对二
手车物流市场的运营效率提出了挑战。

• 无固定运输线路：不同于新车物流的固定线路运
输，二手车物流的运输线路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车
源和客源的地理位置，较难进行可预期的物流线
路规划。

• 单个订单量小：目前大型跨区域二手车经销商仍旧
规模有限，二手车订单仍以当地或临近区域的单辆
二手车为主，且由于对车辆里程数要求较弱，甚至
无需物流车辆参与运输。

2.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3. 资料来源：交通部副部长刘小明新闻发布会表示全国约4万台不合规轿运车，
按1：2比例置换

4.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报
5. 资料来源：IHS，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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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前零配件物流市场面临结构性调整机遇

思略特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车销量将有机会达到
780万台6（见图三），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将
拓展三电相关零部件及入厂物流市场机遇、实现零部
件整合管理，但同时也对电池回收及运输提出了新的 
挑战。

• 三电零部件增长机遇大：以“三电”为主的零部件及
入厂物流市场极大拓展，包括电池、电控、电机等零
部件的入厂物流需求迎来快速增长。

• 新能源车零部件数量较少，有利于整合管理：新能
源车平均零部件数量1.1万个，约传统燃油车1/3；同
时，新能源车模块化水平较高，标准产品增多，便于
集中化管理，对于整车零部件入厂物流的运营效率
提升提出较高要求。

• 电池回收释放市场空间：2020年预计有12~17万吨
动力电池需要报废处理7，同时动力电池中的稀缺金
属丰富，为电池回收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是，电
池回收逆向物流的管理复杂程度高，且运输及管理
安全要求高，对物流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

虽然新能源汽车市场近年来得以快速增长，但目前市
场规模仍旧有限，短期内较难对于零部件物流市场产
生较大影响，但是长期来看新能源车市场或将对于零
部件入厂物流市场带来结构性变革，汽车及零部件物
流企业应紧密跟随市场动态，探索发展与转型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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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销量预测
（2015 – 2025F，单位：万台）

6.   资料来源：乘联会，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7.   资料来源：汽车商报资料来源：

乘联会，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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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的售后配件物流市场

近年来汽车后市场增长迅速，2017年中国汽车后市
场规模超过8900亿元8，为售后零部件物流带来广阔
市场空间（见图四）。尤其以蓬勃发展的连锁独立后
市场玩家为代表，我们预计包括途虎、驰加、车享家
等的连锁独立后市场将在未来3~4年保持超过50%
的复合增长率。同时，售后连锁更集中的售后零部件
的采购有助于提升整体售后零部件物流市场的运营 
效率。

但同时，由于售后零部件品类及数量繁多，且渠道结
构分散、层级多，同样也对售后零部件物流企业提出
了较大挑战（见图五）。

不同渠道业态对售后零部件物流提出了运输成本、仓
储管理、配送时效等多方面的要求，且不同渠道需求
各异，也增加了物流复杂度（见图六）。

图四
中国汽车后市场按渠道分市场规模
 (2016–2022F；单位：亿元人民币)

图六
不同渠道对售后零部件物流的核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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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汽车后市场结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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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包装安全

一级经销商 较大 零担 • 低成本运营
• 区域网络覆盖
• 区域需求预测

电商平台 较大 零担 • 低成本运营
• 入电商仓库

零售商 较小 零担+快递 • 运输成本优化
• 区域仓储管理
• 普通订单与紧急订单响应
• 末端需求预测

维修厂 较小 零担+快递

快修店 小 快递

8. 资料来源：IHS，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资料来源：
乘联会，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资料来源：
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资料来源：
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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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汽车物流
行业对比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汽车物流
市场高度成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海外整
车厂已经感受到来自供应链降本增效的压
力，同时也发现第三方物流公司由于其高度
的专业性以及规模效应，相较整车厂独立开
展工作，有着更大的优势。因此海外整车厂
逐渐将运输、仓储乃至规划和优化等供应链
模块，交给第三方物流负责。同时考虑到不
同第三方物流公司在不同领域和区域的独特
优势，海外整车厂也不介意和多家第三方物
流公司进行合作。相较国外高度专业化市场
化的市场格局，国内的汽车物流体系仍较为
封闭，未来有着较大的改善空间。



同时，国际领先的汽车物流企业在产品线、跨界发展和国际化等方面也
有诸多值得国内企业借鉴的地方：

• 产品线：国际领先企业往往
拥有丰富的产品系列。他们
基于入厂物流、生产物流、出
厂物流、售后件物流和逆向物
流等传统模块进行了横向和
纵向的拓展，开发了诸多精细
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同
时，由于汽车行业所面对的供
应链问题越来越复杂，国际领
先企业也能针对性地提供一
站式的解决方案。丰富的产品
线使得交叉销售成为了可能，
让企业能捕捉到更多客户的
需求，从而把业务做大做强。

• 跨界发展：国际领先企业往
往都采取了跨行业发展的策
略。虽然很多第三方物流企业
是做汽车物流起家，但由于
各种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资源，
他们往往对汽车以外的领域
也都有涉猎，如工业品、消费
品、零售、医疗等。跨界发展
使企业摆脱了对于单一客户
和单一行业的依赖性，大大增
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 国际化：国际领先企业往往
都积极进行全球化布局。有
的企业跟随自己的客户进行
全球扩张，而也有的企业凭借
自身的技术和规模优势，主动
向其他区域市场进军。由于第
三方物流行业的规模效应较
为明显，因此全球化的布局也
使企业能继续巩固自己的领
先地位。

为了实现在产品线、行业和区域等不同维度上的扩张，国际领先的汽车物流
企业往往采用了收购或合资等无机增长模式。这些以收购或合资为手段的
增长模式与全球第三方物流行业的整体趋势也是相一致的。这样的增长模
式对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第三方汽车物流企业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 在产品线上，美国综合物流巨
头XPO Logistics于2015年以
30亿美元的对价收购了总部
位于美国密歇根的Con-way，
极大地提升了XPO公司在零
担方面的实力。

• 在行业上，国际综合物流巨
头德迅（Kuehne+Nagel）于
过去几年间收购了包括Quick 
International Courier等多家
医疗物流企业，不断补强德
迅在医疗领域的实力。

• 在区域上，国际汽车物流
龙头捷富凯（G EFC O）于
2015年以5200万欧元的对
价收购了总部位于荷兰的
IJS Global，拓展了其在东南
亚和大洋洲的业务；著名汽
车物流企业美集物流（APL 
Logistics）通过合资公司形
式进入了印度等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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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汽车物流市场背景
下，思略特认为把握股比放开的市场结构性
变革机遇、探索多式联运以及构建先进的IT
管理系统，或将成为未来汽车物流市场玩家
的关键发展方向。

汽车物流企业的
发展探索与思考



股比放开的市场结构性变革机遇

2018年4月17日，发改委进一步明确了汽车行业股
比开放的时间表：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
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
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
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
限制。通过五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 短期内对于汽车物流行业的影响有待验证：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2017年6月联合发布汽车投资项目管
理意见，中国已明确不再核准新建独立法人传统燃
油汽车整车企业。因此传统燃油汽车外商将较难布
局独立车企，只能在现有的实体内博弈股权。目前
大部分乘用车企的合资合同到期时间为2030年左
右，也就是还有十年的期限。同时合资企业所建立
起的供应链、研发、生产以及经销商体系已经发展
成熟，转换成本较高，因此我们认为中短期内在汽
车行业尚难以发生巨大变革的前提下，股比放开对
于汽车物流市场的影响有待验证。

• 长期或将对汽车物流市场带来结构性变革机遇：长
期来看，外方寻求在合资公司中更多的股份占比或
成为市场格局变化的催化剂，甚至在保持合资企业
的同时，通过并购、投资等方式影响现有合资企业
之外建立新的中国业务分支，从而减小其对现有合
资公司以及中方在业务上的依赖以及技术、产品投
入。而在股比结构调整的情况下，合资企业中针对
采购、物流、生产等关键运营活动的话语权分配也
将发生巨大变革。在股比结构调整后，合资公司甚
至纯外资公司针对业务模式的调整和重组势必将
直接影响到汽车物流供应商的选择，汽车物流公司
应把握这次股比放开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机遇，优化并扩

大客户资源，实现业务的快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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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

目前中国超过80%的汽车物流运量仍旧以公路运输为
主，铁路、水路等低成本运输模式的较慢发展导致中
国汽车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这成为了汽车物流行业发
展的重大难题（见图七）。而多式联运作为传统运输
方式的分支，通过对多种运输方式的组合，在保证原
有运输方式的相对优势的同时，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弥补单一运输方式所带来的缺陷。

100%

80%

10%

10%

运输速度单次运力单位成本指数

水路

公路

铁路

30-45

2-2.5

1

5吨

2-4千吨

3-4万吨

0-80 km/h

80-120 km/h

8-15 km/h

图七
中国汽车物流运量按运输方式占比

资料来源：
2017年中国汽车物流发展报告，文献研究，思略特分析

思略特认为，标准化、规模化、信息智能化将成为未来
多式联运的三大核心发展趋势，汽车物流企业应以这
三大趋势为方向，积极探索多式联运的发展机遇。

• 标准化：多式联运的标准化包括“软件”、“硬件”
两个方面：“软件”是指多式联运在运作规则、操作
标准、技术标准、信息系统、单证、管理制度等方面
的标准化以及彼此的衔接。“硬件”是指技术装备的
标准化发展，包括铁路多式联运专用装备、铁路集装
箱、载货汽车、内河运输船舶、江海直达船舶的标准
化，应用集装化和单元化装载技术的推广等。

• 规模化：多式联运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
大型物流企业对其物流设备建设、市场拓展
和信息化管理等方面更具实力，借助重资产的
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的对外合作，强化对于运
力、客户等资源的把控，将更有效地提升多式
联运企业的物流处理效率以及更优质的服务 
体验。

• 信息智能化：多式联运对于高效的运力管理体系具
有较高的要求，随着产业环境信息化的不断完善，多
式联运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不仅要发挥整合能力，
打通物流信息链，实现物流信息全程可追踪，还要利
用信息大数据实现价值挖掘，以数据驱动供应链，推
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转型升级。多式联运企业应投
入资源开发先进的IT管理系统，以进一步强化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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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IT管理系统

汽车物流作为物流行业中较为复杂的物流活动，在
汽车物流活动的生产装配、仓储、运输配送、装卸搬
运等各个环节都有对信息技术应用的需求。汽车物
流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可有效实现物流过程控制、优
化资源调配、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信息技术已经在
汽车物流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电子订单管理
系统（EOS）、销售时点系统（POS）、仓储管理系统
（WMS）、乘用车运输管理信息系统（TMS）、客户关
系管理系统（CRM）以及网上支付系统等已在一些大
型企业中逐渐推广。

思略特认为，物流过程可视化、车辆安全在线化、车
辆配载自动化将成为未来汽车物流信息系统的三大核
心发展趋势，汽车物流企业应以这三大趋势为方向，
通过投入建设先进的IT管理系统实现竞争力的提升:

• 物流过程可视化：汽车物流可视化可以帮助汽车
物流企业加快数据信息的处理效率，使时刻都
在产生的海量数据得到有效利用。利用卫星定
位、GIS、射频识别（RFID）、无线电技术、计算机
图形图像等技术构建的物流可视化、自动化平台，
在物流过程中进行实时车辆定位、在线调度与配送
可视化与管理的系统，实现对运输的全程监控和
管理以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和效率。

• 车辆安全在线化：由于经销商及客户对于产品外观
和质量的较高要求，整车物流相对于零配件物流
而言，对于车辆运输安全的要求更高，因此需要确
保工作人员实现对于车辆在运输过程中状态的实
施监控。为实现对于车辆运输的实时监控，需要企
业通过对运输车辆布局传感器、搭建车辆安全监
控平台等，以降低车辆运输损坏率或控制损坏率保
持较低水平。

• 车辆配载自动化：自动化车辆配载技术创建的是
汽车产品端到端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是一个完全实
现数字化和自动化的超级系统，并实现对供应链各
个环节全面管理。而通过与车联网技术相结合，实
现对于车辆从生产至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的状态监
控与自动化物流解决方案，全方位降低汽车物流成
本，优化产品交付周期并实现供应链的效率提升。

思略特认为，中国汽车物流市场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
走向成熟。在迈向成熟的过程中，对于汽车物流公司
而言，机遇与挑战将伴随左右：虽然新车销售正在放
缓，但是二手车以及零部件后市场正在崛起；随着政
策的变化以及各方面成本的上升，公路运输的综合成
本不断升高，通过技术等手段进行降本增效的吸引力
也日渐明显；虽然汽车行业的股比放开可以加速中国
汽车物流市场化，但这也将吸引国外领先企业以及国
内综合物流巨头参与竞争。这些机遇和挑战都对汽车
物流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市场化程度高、技术先
进、规模效应强的企业将会从未来激烈的竞争中占得
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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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思略特
思略特是一家定位独特的全球战略咨询公司，专注于协助客户成就美好未
来：根据客户的差异化优势，为其量身定制战略。

作为普华永道网络的一员，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构建核心成长的致胜体
系。我们将远见卓识的洞察与切实的专业技能相结合，帮助客户制定更
好、更具变革性的战略，从始至终，一以贯之。

作为全球专业服务网络中的唯一一家规模化的战略咨询团队，思略特结合强
大的战略咨询能力与普华永道顶尖的专业人士，为客户制定最合适的战略目
标，并指引实现目标必需做出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无误地达成目标。

思略特制定的战略流程，足够强大以助企业捕获无限可能，确保务实并有
效地交付。正是这种战略让企业得以顺应今日的变化，重塑未来。思略特
助您将战略愿景变为现实。

更多资讯，请浏览：https://www.strategyand.pwc.com/cn-s/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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