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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二手汽车电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二

手汽车电商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二手汽车电商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

的现状、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分析及中国二手汽车电商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二手汽车电商产业有个系统的

了解或者想投资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汽车是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

（或）货物；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的车辆；特殊用途。

 

            乘用车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物品，包括驾

驶员座位在内，乘用车最多不超过9个座位。乘用车分为以下11种车型。主要有：普通乘用车

、活顶乘用车、高级乘用车、小型乘用车、敞篷车、舱背乘用车、旅行车、多用途乘用车、

短头乘用车、越野乘用车、专用乘用车。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二手汽车电商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8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量达1430.1万辆，累计增长3.5%。       指标   2018年6月   2018年5月  

2018年4月   2018年3月   2018年2月       汽车产量_当期值(万辆)   233.9   238.8   245   270.2   　       汽

车产量_累计值(万辆)   1430.1   1199.3   958.3   713.1   441.8       汽车产量_同比增长(%)   5.3   9.5  

10.8   0.9   　       汽车产量_累计增长(%)   3.5   2   0.4   -2.6   -5

    二手汽车，指并非是从生产厂家购买的新车，而是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的旧车。二手汽车

由于价格便宜，流动性强等特点而成为汽车市场的一部分。

     二手车交易税发票是由国家规定的，在进行二手车交易时，应当由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

按规定向买方开具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作为二手车转移登记的凭据。二手汽车交易涉

及车辆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保险标的的过户、转让或者出售、车况、行驶公里数等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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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定义及特点

 5.4.2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运营模式分析

 （1）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服务模式分析

 （2）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车源渠道分析

 （3）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买家渠道分析

 （4）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营销模式分析

 5.4.3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盈利模式分析

 （1）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收入来源分析

 （2）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成本结构分析

 （3）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利润空间分析

 5.4.4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关键成功要素

 5.4.5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优秀案例剖析

 （1）人人车商业模式分析及其关键成功要素解读



 （2）好车无忧商业模式分析及其关键成功要素解读

 （3）淘车网商业模式分析及其关键成功要素解读

 （4）赶集网商业模式分析及其关键成功要素解读

 5.4.6 C to C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评价

 5.5 中国其他类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分析

 5.5.1 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分析

 （1）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定义及特点

 （2）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运营模式分析

 （3）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的盈利模式分析

 （4）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的关键成功要素

 （5）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的优秀案例剖析

 （6）信息中介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评价

 5.5.2 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分析

 （1）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定义及特点

 （2）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运营模式分析

 （3）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盈利模式分析

 （4）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关键成功要素

 （5）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的优秀案例剖析

 （6）厂商主导的交易平台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评价

 5.5.3 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分析

 （1）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定义及特点

 （2）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的运营模式分析

 （3）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的盈利模式分析

 （4）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的关键成功要素

 （5）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的优秀案例剖析

 （6）实体店寄存售卖型二手汽车电商模式的评价

  

 第6章：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重点省市投资机会

 6.1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地域结构特征分析

 6.1.1 中国二手汽车市场交易量区域结构分析

 （1）中国重点省市二手汽车市场交易量分析

 （2）中国各区域二手汽车市场交易量分析



 6.1.2 中国重点二手汽车电商企业市场区域布局

 6.2 中国重点城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2.1 北京市二手汽车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北京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北京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北京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北京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北京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北京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2.2 上海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上海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上海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上海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上海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上海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上海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2.3 广州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广州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广州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广州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广州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广州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广州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2.4 深圳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深圳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深圳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深圳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深圳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深圳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深圳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2.5 天津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天津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天津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天津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天津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天津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天津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2.6 重庆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重庆市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重庆市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重庆市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重庆市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重庆市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重庆市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 其他省市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6.3.1 四川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四川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四川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四川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四川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四川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四川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2 山东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山东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山东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山东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山东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山东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山东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3 河南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河南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河南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河南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河南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河南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河南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4 浙江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浙江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浙江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浙江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浙江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浙江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浙江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5 辽宁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辽宁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辽宁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辽宁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辽宁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辽宁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辽宁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6.3.6 云南省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1）云南省二手汽车行业主要政策分析

 （2）云南省二手汽车行业市场发展状况

 （3）云南省二手汽车电商平台交易情况

 （4）云南省二手汽车电商竞争格局分析

 （5）云南省二手汽车电商发展趋势分析

 （6）云南省二手汽车电商投资机会分析

  

 第7章：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领先交易平台经营分析

 7.1 中国To B竞拍型二手汽车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分析

 7.1.1 优信拍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2 车易拍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3 平安好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4 车享拍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5 车置宝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6 开新帮卖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7 车唯网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8 神州二手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1.9 大搜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竞拍方式分析

 （5）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6）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7）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8）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2 中国C to C平台型二手汽车交易平台经营分析

 7.2.1 人人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2.2 好车无忧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2.3 赶集好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2.4 淘车网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2.5 卓杰行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3 中国购销自营型二手汽车电商交易平台经营分析

 7.3.1 优车诚品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3.2 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3.3 M2（安美途）二手车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7.3.4 澳康达名车广场经营状况分析

 （1）平台基本信息分析

 （2）平台经营状况分析

 （3）平台产品结构分析

 （4）平台合作伙伴分析

 （5）平台盈利模式分析

 （6）平台市场区域布局

 （7）平台商业模式点评

  

 第8章：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及战略规划

 8.1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8.1.1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1.2 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8.1.3 行业盈利影响因素分析

 8.2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8.2.1 行业政策风险

 8.2.2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8.2.3 关联产业风险

 8.2.4 其他风险分析



 8.3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现状与趋势

 8.3.1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主体构成

 8.3.2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动机分析

 8.3.3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特点分析

 8.3.4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动向分析

 8.3.5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并购趋势分析

 8.4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规划与建议

 8.4.1 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8.4.2 2018-2024年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规划

 8.4.3中国二手汽车电商行业投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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