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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

了汽车驾驶培训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汽车驾驶培训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汽车驾驶培训

行业的现状、中国汽车驾驶培训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汽车驾驶培训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及中国汽车驾驶培训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汽车驾驶培训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汽车驾驶培训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9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214万辆，机动车保有量达3.48亿辆。私家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

亿辆，达2.07亿辆。

     根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规定，中国驾驶培训学校可分为三个级别，不同

级别驾驶培训学校的教学能力及驾驶培训服务规模各有差异。例如，一级驾驶培训学校训练

车不得少于80辆，拥有A类或B类车辆培训场地规模不得少于7万平方米。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

明：2013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10226亿元，到2018年增长到了20960亿元，到2019年增

长到了23142亿元，近几年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情况如下图所示：

                                 时间   中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情况(亿元)   增速（%）     2013年   10226   　  

  2014年   12042   17.76     2015年   14243   18.28     2016年   16190   13.67     2017年   18567   14.68     2018

年   20960   12.89  2019年2314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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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驾照逐渐成为刚需。过去，驾照的作用很简单，就是驾驶机动车，但现在随

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网约车、共享汽车的兴起，让无车一族也跃跃欲试，另外，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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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刚需。                               2             国内驾照渗透率仍较低。虽然近年来我国驾照渗透率保持高速

增长，但是对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驾照的渗透率还是不高。以美国为例，其驾照渗透率达

到68%，而我国当前只有24%左右，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3             驾照考试难

度趋难。近年来，驾驶考试规则、大纲的不断修正，考试难度越来越大，考试更加注重理论

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强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运用电子科技等现代信息手段，不断促进行

业规范化发展。驾照考试难度不断增大，没有驾照的人会尽快参加考试。                               4        

    驾培衍生服务提供增量市场。以驾校作为人流入口，从驾培服务业务链横向发展，实现体

检、约车、电话客服、预约考试、代理办证、证照年检、班车接送、食堂餐饮、商店超市等

主营和配套服务的集成；从业务多元化纵向发展，实现汽车驾培服务、汽车维修、汽车消费

金融、汽车美容等汽车消费综合服务业务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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