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时租赁
本土化思考

分时租赁概念在国内已逐渐被消费者认知，众多车企亦在
考虑试水进入。而由于中国消费者的使用习惯、用车成本结构
和替代方案定价皆与成熟市场有所差异，如何抓住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特性，明确业务定位，打造相应的运营模式，是放在国内
车企面前的重要课题。
分时租赁市场的驱动因素
消费者的需求和认可是分时租赁消费兴起的根本原
因，埃森哲认为，以下三大因素是国内消费者考虑分时租赁
服务的主要动因：
汽车行驶里程的缩短和用车成本的提升
根据埃森哲研究，以一台典型的30
万元售价的轿车为例（图1），当年行驶
里程低于1万公里时，分时租赁在总体出
行成本中要低于消费者购买车辆。考虑

大型城市日益升高的停车费用，车牌费
用，甚至未来可能出台的拥堵税，对于
普通消费者甚至增购型消费者来说，分
时租赁的移动出行可能是更经济有效
的用车方案之一。

图1. 分时租赁与私家车、出租车的的出行成本
年用车成本
（人民币）

出租车“一车难求”
在图1中我们还能发现，由于国内的
人口红利长期存在，与发达国家相比，国
内出租车价格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埃森
哲认为，由于出租车规模受到监管限
制，加上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未来中
国出租车市场存在10-20万台的需求差
距。大型城市中，在特殊天气、上下班高
峰、部分需求集中的地区，出租车“一车
难求”的现象将近一步加剧。未来分时
租赁可以很好地起到替代作用。
限牌政策下的无奈选择

分时租赁车

私家车

目前国内的8个主要限牌城市（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贵
阳、石家庄），一牌难求的情况普遍存
在。如北京的摇号中标率仅0.15%，1而

上海的拍卖中标率也只有3.8%。2大量
持币待购的消费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了出
行替代方案，其中分时租赁成为了年轻
出租车
消费者接受度较高的方案之一。埃森哲
市场研究表明，在北京和上海，目标消
费群对于分时租赁业务的感兴趣比例
年行驶里程数（公里） 高达70%。

分时租赁市场的未来前景
分时租赁业务在国内起步较晚，试水较早的整车厂如奔
驰、上汽等均在一二线城市开展了业务试点。据埃森哲统
计，目前国内市场运营的分时租赁车辆规模在3000台左右，
占整体汽车保有量的万分之零点二，参照成熟市场发展经验
（图2），美国在经历了十年的分时租赁推广后，分时租赁渗
透率达到了万分之一。我们预测，至2020年，中国分时租赁市
场的车队规模将达到万台级的水平。

分时租赁的主要模式
参照成熟市场，目前分时租赁主要有
两种模式——站点式服务（Station based）
和流动式服务（Free floating）。所谓站点
式服务，即消费者在分时租赁的站点取
车还车，在业务初期一般以同一站点取
还车作为运营模式，以避免车辆大量调
度带来的麻烦。随着站点式服务的逐步
发展，在掌握了不同站点间的消费者需
求与流向后，可在不同站点间形成网

1.http://auto.sohu.com/20160229/n438802143.shtml
2.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319/1427823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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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推出不同站点间的取还车服务。流
动式服务更是将分时租赁的便捷性发

挥到了极致，消费者只需找到分时租赁
专用停车位上的空闲车辆，通过移动终

图2. 如今，美国的分时租赁渗透率已达到万分之一
主要
驱动
因素

• 政府支持
• 多样化产品
• 移动技术渗透率加大
• 出租车费率提升

• 政府支持
• 移动技术渗透率加大
• 客户行为变化

• 政府支持
• 多样化产品
• 移动技术渗透率加大
• 交通拥堵加剧

端等方式进行预约解锁便可开始使用
服务；还车时只需将车辆停放至专用车
位，结算后即可离开。流动式服务对于
分时租赁的运营和车辆调度能力要求极
高，并且需要有强大的运营团队支撑非
固定站点的车辆维护保养，加油/充电等
服务。
互联网企业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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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约租车服务对分
时租赁业务的发展形成了挑战。网络平
台提供的优惠券、便捷的预约服务，支付
方式和越来越高的用户使用需求，特别
是国内消费者偏好有司机的服务，使得
作为新兴租赁服务另一种变形的专车服
务成为了车企推广分时租赁业务时亟待
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分时租赁市场正逐步从探
索阶段向产业化阶段转化，各车企都在
尝试多种商业与合作模式；同时，数字化
租赁平台和技术也在逐步推动分时租赁
业务在中国市场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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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市场对于车企的意义
目前，分时租赁市场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缘何众多车
企跃跃欲试？
从生产转向服务

提升车辆利用率

在为消费者提供分时租赁的过程
中，通过与消费者的频繁接触，整车厂成
为了消费者出行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
商，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车辆制造企业。
车企在向出行服务提供商转变的过程
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使用行为，
提供增值服务拓宽业务，避免在互联网
环境下被市场边缘化。

埃森哲研究表明，我国私家车的实
际利用率仅为7%，93%的时间是闲置
的，分时租赁可以实现40%-60%的车辆
使用率，帮助大型城市解决道路拥堵问
题。同时在用车成本越来越高的大环境
下，提升车辆使用率可以降低车辆使用
的单位成本。
（图3）

图3. 提升车辆使用率可以降低车辆使用的单位成本
私家车使用率仅为7%

分时租赁可实现40%-60%的
车辆使用率

拉动企业内部多业务协同
分时租赁这一看似简单的业务，需
要豪华车企业横向拉动战略合作，在新
车销售、售后服务、二手车、大客户、金
融产品等多部门之间形成协同。分时租
赁业务可以很好地理顺企业内部的协同
机制，为未来多业务发展打下基础。
潜在消费者的产品体验
与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汽车消费
不同，一百元甚至十几元的分时租赁费用
可以吸引更多的潜在消费者体验产品，
培养潜在消费群，扩大整个汽车消费人
群基数。有趣的是，埃森哲研究发现，在
一线限牌城市，非常多的城市白领在纠
结摇不到号，高昂的豪华车养车折旧费
用问题时表示，分时租赁是今后买车的
一个很好替代。
正因为以上原因的互相作用，尽管国
内整体环境与成熟市场尚有一定差距，车
企试水分时租赁业务仍然势在必行。

私家车93%的时间处于闲置状态

• 高使用率有效缓解了城市道
路拥堵和尾气排放问题
• 获得政府支持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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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租赁业务的关键成功要素

作者

在充分了解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特点的基础上，埃森
哲认为以下五点是目前在国内市场进行分时租赁业务的关
键成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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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选择与覆盖

“司机”是必须的

中国租赁市场呈现高度集中化趋
势，据埃森哲研究，北京和上海覆盖了
50%的豪华车租赁市场，加上深圳、广
州、杭州与成都这前六大城市共占据了
中国豪华车租赁市场85%的份额。在推
出分时 租赁业务时，由于一线城市限
牌、停车资源紧张等因素，应考虑其他
二线城市的试点可能。成都和杭州坐拥
众多国内外企业研发、总部等资源，目
标用户聚集，同时较高的消费水平和当
地的旅游资源成为支撑分时租赁业务
的基础，车企应针对发展城市较高的二
线城市开发相应的运营模式，并与北上
形成差异化。

改变成熟市场的传统分时租赁业
务模式，在中国提供“车+司机”服务，
联合外部资源解决司机管理和调度问
题。在机场、CBD区域等重要地点协同
代驾平台，灵活调度车辆和司机资源，
提供“车+司机”服务。同时需要注意与
网络平台协调业务流程，保证服务质量
和消费体验。
与互联网企业的跨平台合作

分时租赁业务的界限可能不再那么
清晰，利用网络约租车平台为中国消费
者提供服务可能也是未来分时租赁业务
的一种衍生。通过网络约租平台推出试
乘试驾服务，针对中高端商旅客户提供
政府资源支持
异地机场接送体验，针对高端运动车型
在之前探讨的分时租赁模式中，未 提供情人节等特别租赁体验服务。上述
来的流动式服务需要大量的专用车位， 种种服务皆可增加消费者接触产品的触
如使用新能源车还需充电桩资源的配 点，甚至整合经销商试乘试驾业务。
合。这需要整车厂与开展业务城市的政
毫无疑问，分时租赁将改变汽车消
府进行协调，特别在分时租赁需求集中
费者的使用习惯，催生出更多的行业游戏
的中心城区，如何获得政府的支持，获得
规则。作为未来分享经济中的重要一环，
更多的停车位和站点资源是开展业务的
车企巨头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企
关键因素。
业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消费者特点，制定
相应的战略、定位、产品和服务支撑，方
针对企业用户的模式设计
埃森哲调研中发现，商旅用户仍是 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
目前人群规模最大、支付能力最强的分
时租赁业务消费者。车企可考虑在前期
业务推广时直接针对大型企业推出分时
租赁业务，并通过系统集成等方式简化
企业内部车辆调度、计费报销等，从而实
现向大型企业输出服务。初期尝试向单
一大型企业提供站点式服务，并逐步拓
宽客户群，在公司间形成网络，进行不同
站点间取还车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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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公司注册成立于爱尔兰，是一家
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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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部门的各个职能。凭借独特的业内经
验与专业技能，以及翘楚全球的交付网
络，我们帮助客户提升绩效，并为利益相
关方持续创造价值。埃森哲是《财富》
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目前拥有约37.3万
名员工，服务于120多个国家的客户。我
们致力驱动创新，从而改善人们工作和
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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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世界领先的商业技术实践于中国市
场，帮助中国企业和政府制定战略、优
化流程、集成系统、促进创新、提升运
营效率、形成整体竞争优势，从而实现
基业常青。
详细信息，敬请访问埃森哲公司主页
www.accenture.com以及埃森哲大中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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