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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20年中国汽车驾培服务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一章

。首先介绍了汽车驾培服务相关概述、中国汽车驾培服务市场运行环境等，接着分析了中国

汽车驾培服 务市场发展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汽车驾培服务重点区域市场运行形势。随后

，报告对中国汽车驾培服务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汽车驾培服务行 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驾培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驾培服务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1）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完成情况 

    2012 年，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户 11,557 户，共完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2,228.8 万人次，

比 2011 年增加 273.7 万人，增幅达 14%，与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保持一致。其中

培训合格的达 1,926.0 万人次，完成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培训 297.2 万人次，比2011 年增加 23.3 

万人。2008-2012 年我国机动车驾驶培训完成情况见下图： 

    2008-2012 年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完成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2012）  

    （2）市场构成 

    ①培训机构 

    ●规模及类型 

    截至 2012 年年底，我国共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户 11,557 户，比 2011年增加了 1,210 户，

增幅为 11.7%，2008-2012 年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数量及增长率见下图： 

    2008-2012 年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数量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2012）  

    地区分布 

    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业务数量在地区分布上由东向西逐步递减，2012年我国东、中

、西部地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户数的具体分布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2012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数量列前五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见下表： 

 

     ③从业人员 

    2012 年，我国共有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52.3 万人，比 2011 年增长19.1%，其中理论教练员 3.9 



万人，驾驶操作教练员 47.6 万人，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驾驶教练员 9,191 人，危险货

物运输驾驶员培训教练员 2,051 人。另外，共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人员9.2万余人。 

    ④教学车辆及装备 

    2012 年，全国拥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学车辆 43.4 万辆，同比 2011年增长15.1%。 其中大型

客车4,789 辆，比上年增长 7.6%；通用货车半挂车（牵引车）2,681 辆，比上年增长 14.7%；城

市公交车 1,065 辆，比上年减少 1.2%；中型客车 2,143 辆，比上年减少 14.6%；大型货车 5.2 万

辆，比上年增长5.8%；小型汽车 35.8 万辆，比上年增长 17.5%；低速汽车3,797 辆，比上年增

加 1,696 辆；摩托车 7,863 辆，比上年减少 11.4%；残疾人教学车辆 479 辆，比上年减少 33.5%

。 

    2012 年，全国共推广应用机动车驾驶模拟机 4.8 万台，比上年增长 24.4%，使用驾驶模拟器

节能减排示范效果显著。 

    2012年全国机动车驾驶员人数达到25,250.83万人，近五年年均增速10.49%；2012 年全国汽车

驾驶员人数达到20,028.52 万元，近五年年均增速 13.66%。 

    2008-2012 年全国机动车驾驶员人数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8-2012 年全国汽车驾驶员人数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驾驶员及汽车驾驶员占总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截至2012 年，全国机

动车驾驶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 18.65%；全国汽车驾驶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 14.79%。 

    2008-2012 年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及汽车驾驶员占总人口比重 

第一章 汽车驾驶培训概述 

第一节 汽车驾驶培训概述 

一、汽车驾驶培训的渊源 

二、汽车驾驶培训的任务 

三、汽车驾驶培训的内容 

四、汽车驾驶技能培训特点 

第二节 汽车驾驶培训机构 

一、汽车驾驶培训机构概述 

二、汽车驾驶培训车型类别 

三、汽车驾驶培训机构类型 

（一）综合类汽车驾驶培训机构 

（二）专项类汽车驾驶培训机构 



第三节 汽车驾驶员培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章 2014年中国汽车工业市场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年世界汽车产业运行概况 

一、2014年全球汽车生产情况分析 

（一）2014年全球乘用车生产情况 

（二）2014年全球商用车生产情况 

二、全球汽车业整体格局变化分析 

三、全球汽车业整体格局变化特征 

四、全球车企扩张模式的选择分析 

第二节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现状综述 

一、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阶段及特点 

二、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进程分析 

三、汽车工业总体发展情况和特点 

四、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三节 2014年中国汽车市场分析 

一、2014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 

二、2014年民用汽车的注册数量 

三、2014年私人汽车拥有量分析 

四、2014年中国汽车产销情况分析 

五、2014年中国汽车工业运行状况 

第四节 汽车产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中国汽车行业自身存在缺陷 

二、汽车工业面临人才紧缺难题 

三、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策略分析 

四、提升汽车工业国际竞争力策略 

五、未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 

第三章 2014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行业市场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4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 

四、恩格尔系数 

五、工业发展形势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七、财政收支状况 

八、中国汇率调整 

九、货币供应量 

十、中国外汇储备 

十一、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情况 

十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情况 

十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十四、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十五、城镇人员从业状况 

第二节 汽车驾驶培训产业政策环境变化及影响分析 

第三节 汽车驾驶培训产业社会环境变化及影响分析 

第四章 2014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一节 发达国家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模式 

一、美国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模式 

二、欧洲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模式 

三、日本机动车驾驶培训管理模式 

第二节 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发展概况 

一、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化背景 

二、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发展现状 

三、汽车驾驶培训市场特点解析 

四、国内汽车驾驶培训市场规模 

五、汽车驾驶培训驾驶员数量情况 

第三节 汽车驾驶培训连锁经营分析 

一、汽车驾驶培训连锁经营概况 

二、汽车驾驶培训连锁经营制约因素 

三、汽车驾驶培训连锁经营模式分析 

第四节 汽车驾驶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分析 



一、汽车驾驶培训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二、汽车驾驶培训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三、汽车驾驶培训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第五节 汽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分析 

一、汽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基本情况 

二、汽车驾驶培训教练员职业特性 

三、汽车驾驶培训教练员培养途径 

第六节 汽车驾驶模拟训练技术发展 

一、汽车驾驶模拟训练技术发展阶段 

二、中国模拟训练技术发展现状分析 

三、模拟训练技术实现的可能性研究 

第五章 汽车驾驶培训机构业务申请及建设分析 

第一节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申请资质 

一、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申请条件 

（一）有健全的培训机构 

（二）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三）相适应的教学人员 

（四）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五）有必要的教学车辆 

（六）教学设施设备场地 

二、道路运输驾驶员培训业务申请条件 

（一）相应车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资格 

（二）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 

（三）有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 

第二节 申请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流程 

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申请部门 

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申请材料 

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申请条件 

（一）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教练场地 

（二）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设施设备 

（三）教练场应具备相应的安全条件 



（四）教练场应有相应的管理人员 

（五）教练场有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培训主要内容 

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学的学时安排 

二、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教学大纲 

三、道路运输驾驶员资格培训教学大纲 

四、机动车残疾人驾驶培训的教学大纲 

第四节 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经营分析 

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管理情况 

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期限 

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管理 

四、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变更事项 

第六章 中国汽车驾驶培训收费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汽车驾驶培训收费标准的理论依据 

一、汽车驾驶培训收费定价方式 

（一）政府指导定价收费方式 

（二）市场调节定价收费方式 

二、汽车驾驶培训收费计算依据 

三、成本分析与收费标准的计算 

（一）单人成本分析 

（二）收费标准的计算 

第二节 部分省市驾培收费标准调整分析 

一、淄博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 

二、莱阳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 

三、浙江省苍南驾驶员培训价格调整 

四、德州市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出台 

五、益阳市物价局统一驾校培训定价 

六、长沙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 

七、昆明汽车驾驶培训收费标准出台 

八、宁夏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情况 

第三节 机动车驾驶培训收费影响因素分析 



一、燃油价格变动对驾陪收费影响分析 

（一）国内成品油生产消费总体状况 

（二）成品油价格管理向市场化过渡 

（三）中国成品油价格调整情况分析 

（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年内首次下调 

（五）燃油价格变动对驾培成本影响 

二、房屋场地租赁成本变动对驾陪收费影响 

（一）机动车教练场规模条件要求 

（二）机动车教练场设施设备条件 

（三）主要城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1、北京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2、上海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3、杭州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4、成都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5、广州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6、深圳市房屋场地租赁市场分析 

（四）房屋场地租赁成本变动对驾培影响 

三、人力成本变动对驾陪收费影响分析 

（一）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1、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2、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3、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4、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5、山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6、江苏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7、四川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8、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9、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情况 

（二）人力成本变动对驾培成本的影响 

第四节 机动车驾驶培训收费存在问题及对策 

一、机动车驾驶培训收费主要问题 

二、驾驶培训收费混乱的主要原因 



三、健全驾驶培训收费市场的对策 

第七章 2014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竞争分析 

第一节 汽车驾驶培训市场竞争分析 

一、汽车驾驶培训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二、汽车驾驶培训进入微利竞争时代 

三、国内汽车驾驶培训竞争格局分析 

第二节 汽车驾驶培训区域竞争分析 

一、华东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二、华南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三、华北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四、华中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五、东北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六、西南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七、西北地区竞争状况分析 

第三节 汽车驾驶培训企业竞争策略分析 

第八章 中国汽车驾驶培训消费者调研分析 

第一节 汽车驾驶培训消费者基本信息 

一、驾培消费者性别分布 

二、驾培消费者年龄分布 

三、驾培消费者收入水平 

第二节 汽车驾驶培训消费者认知情况 

一、驾培消费者认知途径 

二、驾培消费者目的分析 

三、驾培消费者时间安排 

四、驾培消费者驾照类型 

第三节 汽车驾驶培训消费者偏好分析 

一、驾培消费者选择驾校的主要因素 

二、驾培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价格范围 

三、驾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偏好分析 



第九章 中国主要省市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一节 华北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二节 东北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三节 华东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四节 华南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五节 西部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第十章 中国重点汽车驾驶培训机构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深圳市深港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深港驾校发展历程 

三、驾培业务发展情况 

四、深港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节 深圳市综安机动车辆驾驶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三、驾培业务发展优势 

四、综安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三节 深圳市通品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组织架构情况 

三、驾培业务发展优势 

四、通品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四节 深圳市港深通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港深通驾校发展历程 

三、港深通驾校业务优势 

四、港深通驾校服务网点 

五、港深通经营状况分析 



第五节 深圳市标远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驾培培训业务情况 

三、驾培业务发展优势 

四、标远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六节 深圳市吉顺达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吉顺达驾校的特色 

三、驾培业务发展优势 

四、驾校服务网点分布 

五、公司经营状况分析 

第七节 广州市福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连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福华驾校业务优势 

三、福华驾校服务特色 

四、福华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八节 东莞市广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广仁驾校教学基地 

三、广仁驾校发展优势 

四、广仁驾校服务网点 

五、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九节 北京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驾培培训业务情况 

三、企业驾培服务特色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企业发展最新动态 

第十节 北京市海淀区汽车驾驶学校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海淀驾校发展历程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海淀驾校服务特色 

第十一节 北京市公交汽车驾驶学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公交驾校服务特色 

第十二节 北京市盛华机动车训练场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驾培培训业务情况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盛华驾校服务特色 

第十三节 上海晟豪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 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驾培培训业务情况 

三、晟豪驾校服务特色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四节 上海恒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培训车型收费标准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恒通驾校发展动态 

五、恒通驾校培训特色 

第十五节 上海荣臣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荣臣培训基地介绍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荣臣培训服务特色 

第十六节 上海万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所获荣誉情况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万国培训服务特色 

第十七节 上海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驾培中心发展状况 

三、公司培训基地介绍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八节 上海安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培训业务介绍 

三、公司培训基地介绍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九节 杭州勤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勤业驾校服务特色 

三、勤业驾校发展优势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二十节 江西蓝天驾驶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蓝天驾校发展规模 

三、蓝天驾校业务优势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第十一章 2014-2020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前景分析 

第一节 2014-2020年汽车驾驶培训发展趋势分析 

一、汽车驾驶模拟训练发展趋势 

二、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发展趋势 

三、汽车驾驶教练员职业化势在必行 

第二节 2014-2020年汽车驾驶培训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国汽车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二、机动车驾驶教练员需求前景 

三、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前景巨大 

第三节 2014-2020年汽车驾驶培训前景预测分析 



一、未来中国汽车保有量预测分析 

二、中国汽车驾驶员需求预测分析 

三、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容量预测分析 

第四节 博思数据关于汽车驾驶培训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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