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田 M3“智慧货车”
一、企业情况简介
时代业务是福田汽车集团旗下的核心业务，定位于卡车全系列发展，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采购、制
造、营销等优势资源，旗下拥有时代汽车、瑞沃、福田金刚、福田骁运四大产品品牌，产品涵盖微卡、轻
卡、中重卡全系列卡车产品，销服网络遍布全国。
“全时服务、关爱一生”，时代业务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
的全时服务。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生产销售商用车总计达到四十万辆，拥有庞大的车主用户基础，为发
掘车主用户价值，提高用户对于品牌附加值的满意度，车货匹配平台智慧货车推出并上线。
二、传统物流行业背景分析
物流行业管理“散、乱、小、差”，车和货难以高效整合匹配，空载率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成为
物流行业痛点；互联网+物流的 O2O 模式带来解决方案，但众多的车货匹配 APP 良莠不齐，让市场难以选
择。
众多车企困扰于客户忠诚度不高、客户价值挖掘不足，需要增强客户黏性的高效解决方案。

传统物流行业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互联网+传统物流行业融合发展，是发展契机，
也是趋势.
传统物流企业主要问题：
1）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制造业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 30%~40%，美国 10%。
2）车货匹配效率差，空载率高。
 中国货车每天有效里程 300 公里，美国 1000 公里；
 2000 万货车，空载率 40%；大量时间用于配货；
3）货车司机利润空间狭小，无议价能力。
 信息不透明，第三方物流（中介）主导配货市场。
 中国 78 万物流公司，第三方物流货主 70%外包三方物流，90%三方物流充当中介；
4）行业管理无标准，散、乱、差。
互联网+物流将带来的变化：
1）信息透明化
2）去无效中间化，提高司机收入水平
3）车货匹配更加合理，降低社会成本。
4）行业管理逐渐标准化、货运过程可视化。
O2O 兴起前，传统货运公司就开始尝试信息化建设，但 PC 端很难实现货车的实时定位与信息交互，
所以进程缓慢。近两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资本的介入以及交通出行行业的快速信息化，货
运 O2O 的发展也进入快车道。近两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市面上已经涌现出两百多款物流配货 APP。

车货匹配 APP 的出现对于传统物流园的运营带来了正面冲击，各 APP 在推广过程中与物流园的摩擦
不断。
三、网络配货平台模式分析
1、网络配货平台模式分析
目前市场存在四种类型的网络车货匹配平台模式，各有利弊。
1）互联网科技公司：推出的货运平台，如喇叭物流配货平台、货车帮、福佑货车等。
 运营模式：喇叭物配平台以解决物流所有配套服务为核心，融合电商与互联网金融产品，有效提
供物流公司服务、金融方案。
 例：喇叭物流配货平台
构建主体：互联网科技公司
实体公司：无
网络平台：喇叭物配平台
平台会员：1000
目标客户：物流企业
功能：为物流企业所有配套服务平台的电商，没有实际开展网络配货。
优势：身处科技最前沿，对互联网了解最深，为网络配货模式下最大载体
不足：不参与实体经营，对物流行业认识不足，网络配货平台实用性不强
2）物流公司：打通线上线下推出的货运平台，如物配网、汇通天下发布的 G7 货运人等。
 运营模式：物配网是一家专注于为物流企业提供一站式采购、为厂商提供整车销售等以电商服务
为核心的自有垂直电商技术平台。
 例：物配网
构建主体：物流公司
实体公司：物流园区+300 台车+40 家门店
网络平台：物配网
平台会员：3000
实体与网络平台关系：无直接联系
目标客户：物流企业
功能：为物流企业所有配套服务平台的电商，没有实际开展网络配货。
优势：拥有一定量的用户群，对行业、用户的需求认识比较深
不足：存在着较强的盈利性目的，用户群有限，后劲不足
3）物流园区：以重资产物流园区作为支撑推出的车货匹配网络平台，典型代表为浙江传化的易配货、
广东林安的我要物流等
 运营模式：以“基地+网络”、物流+商贸“运营模式，构建第四方服务平台和信息交易平台，致
力于打造中小物流企业集群和创新发展基地，通过轻资产管理带动重资产商业价值的增长。
 例：林安物流网+我要物流
构建主体：物流园区
实体公司：全国 18 家物流园区
网络平台：我要物流、林安物流网、物流圈
实体与网络平台关系：线上线下信息同步，依托物流园区多项增值服务拓展线上业务
目标客户：散户+中小型物流企业
对司机购车影响：利用自身影响力和优惠措施，可提供场地、门店，协助厂家共同组织促销活动
优势：网络平台依托园区实体，有效整合货主、物流公司、司机，信息传递高效、透明。
不足：大部分物流公司较为封闭，信息共享局限性
4）卡车制造企业：以整车销售为目的设计的网络配货平台：陕汽的车轮滚滚、东风的快召货车、智
慧重汽、罗计物流（欧曼联合）等。
优势：更好的促进车辆的销售，操作简单，实用性较强

缺陷：制造企业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推广、维护、更新。
2、商用车企业网络配货平台发展情况
主流中重卡企业（东风、陕汽、重汽等）纷纷进入网络配货平台，以求掌握客户资源。目前处于起步
阶段，效果不明显。
东风：网络配货平台东风“快召货车”，投入人力物力较多，效果不佳
陕汽：陕汽“车轮滚滚”目前仍处于前期推广阶段，尚未起到预期效果
重汽：“智慧重汽”APP 中植入网络配货功能，但隶属二期功能，有待完善
欧曼：联合“罗计物流”三方配货平台初步实现在线选车，电商团购功能
四、福田 M3“智慧货车”平台分析
1、福田 M3 车货匹配平台“智慧货车”介绍
福田 M3 网络车货匹配平台“智慧货车”2016 年推出上线 ，旨在发掘客户价值、提高客户满意度。
目前处于起步推广阶段，效果尚未显现。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生产销售商用车总计达到 400 万辆，拥有庞大的车主用户基础，为发
掘车主用户价值，提高用户对品牌附加值的满意度，车货匹配平台“智慧货车”推出并上线。
●货主：
♦ 发布货源
♦ 车源信息
●
♦
♦
♦

车主：
货源信息
发布车源
我的车辆（查看已发布的车辆信息及车辆认证状态）

● 我的订单：
♦ 货源订单（状态分为：发布中、已成交、已撤销）
♦ 车源订单（状态分为：发布中、已成交、已撤销）
●
♦
♦
♦

我的信息：
用户基本信息展示及修改
用户身份证认证
修改用户密码

2、平台模块设计
1）用户注册
新用户注册页面，新用户注册时需选择平台身份（货主、车主、司机），填写用户名、手机号码等相
关信息即可注册成功。PS：智慧货车平台功能较开放，对于注册时身份选择为车主的用户也可以发货，也
可以同时选择多个身份。
2）车源查询
查询车源信息功能，可显示货源或车源详情、公司、发布时间等信息还可显示是否是认证货主或车主。
3）发布货源功能：
发布货源时选择目的地、出发地、货物类型、需求车型等信息，发布的货源信息有效期默认为 24 小
时，电话号码默认为用户注册时的手机和座机。
4）“我的订单”功能：
可查询到该用户发布过的货源订单、车源订单以及订单状态，订单状态分为发布中、已成交、已撤销
三种，其中已成交和已撤销的订单均不在车源信息或货源信息页面显示。

3、与市场车货匹配 APP 对比分析
与市面上主流的车货匹配 APP 对比，福田智科“智慧货车”平台相对简捷高效；但存在功能相对单一，
对客户吸引力不强，对企业利益支持不足。

五、福田 M3“智慧货车”运行问题分析
1、“智慧货车” 平台是福田智科立足福田汽车客户资源开发的网络配货 APP，已在福田旗下品牌欧
曼、欧马可等试运行，已相对成熟，在时代业务推行不存在大的风险。
2、 “智慧货车” 平台侧重于司机端与货主端的信息服务，功能相对单一。对企业利益诉求（用户
信息分析、客户满意度、增值服务、推荐购车等功能）未有效体现，推广价值不高。
3、 “智慧货车” 平台对第三方出租客户群体有一定吸引力，但取决于车主的活跃程度与货主的信
息量；对有相对固定货源的客户及规模物流企业（控制货源）影响力不高。
六、福田 M3“智慧货车”平台功能分析与需求建议
模块

智慧
货车
平台

功能

需求分析建议

注册页面

新用户注册时需选择平台身份（货主、车
主、司机），填写用户名、手机号码等相
关信息即可注册成功。

建议与时代之家 APP 中的客户基础信息
相关联，设置快速验证通道。

登录页面

用户登记进入系统平台；对于忘记密码的
老用户，若已经通过认证则可以自行密码
重置，如果忘记用户名或未输入过身份证
号码，则需致电热线电话人工重置。

建议与时代之家 APP 中的客户基础信息
相关联，注册完成后，直接快捷进入 。

货源信息
车源信息

支持对目的地和出发地的精确搜索；可显
示货源或车源详情、公司、发布时间等信
息还可显示是否是认证货主或车主。有需
求可直接拨打联系电话，快捷方便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新增
功能
需求

发布货源

发布货源时选择目的地、出发地、货物类
型、需求车型等信息，发布的货源信息有
效期默认为 24 小时，电话号码默认为用
户注册时的手机和座机。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发布车源

发布车源与发布货源功能类似，可选择发
布临时车源或认证车源，若选择发布临时
车源则货主在查询车源信息时显示该车
辆为临时车源，若该账户注册过认证车源
则可选择发布认证过的车辆。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我的订单

“我的订单”功能可查询到该用户发布过
的货源订单、车源订单以及订单状态，订
单状态分为发布中、已成交、已撤销三种，
其中已成交和已撤销的订单均不在车源
信息或货源信息页面显示。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我的信息

反应用户的基本信息（姓名、联系电话
等）。在“我的信息”页面点击“身份证
认证”，用户拍照身份证正面照片并上传
客服审核通过后即可完成认证。若该用户
认证成功则在“我的信息”页面提示“已
认证”。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我的车辆

在“我的车辆”页面点击“认证新车辆”，
填写新车辆相关信息由客服人工审核通
过后完成车辆的认证。

建议采用平台功能模块。

增加客户比较感兴趣的功能（如天气预
报、违章信息、加油站），增加客户黏性。

建议沟通增加相关功能

增加对客户行车有帮助的导航定位、地图
等服务

建议沟通增加相关功能

增加车辆介绍、服务保养、一键保修、配
件商城功能，开展增值业务。

建议与“时代之家”相关模块链接，提
供服务与配件功能。

增加金融服务、车辆保险等增值业务

视时代业务增值业务开展情况开发

人文关怀

增值业务

1、行业环境
1.1 物流行业的传统运作模式是货源集散地通常为各大物流园的物流服务站。
1.2 物流业属于规模经济，只有实现产品的批量生产，形成规模，才能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最低生产成
本要求。而物流行业缓慢发展过程中，“散、乱、小、差”等问题已成为其破茧过程中的重重障碍。车和
货难以高效整合匹配，货车的空载率居高不下，这些都成为物流行业难以解决的痛点。
1.3 当移动互联网的影响力日益彰显，智能手机的普及，O2O 模式的出现，让互联网对传统物流产业的重
构成为了现实。
2、传统物流业发展瓶颈：成本和效率
2.1 货主找货车的速度较快，但司机找货源的效率很低。
2.1.1 司机平均配货的等待时间是 2-3 天，期间吃住、停车、人员工资的费用是 500 元/人天
2.1.2 长距离空驶，因为司机要从上一卸货点空驶到货运信息市场找货，然后再空驶到下一装货点，平均冗
余空驶的距离在 60 公里以上，油耗成本在 400 元左右
2.1.3 给中介缴纳约运费 10%的中介费，如果是信息多次转手，中介费用更高。
2.2 司机在找货过程中的低效率势必会抬高司机对运费的要价，如此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输成本。
2.3O2O 兴起前，传统货运公司就开始尝试信息化建 设，但 PC 端很难实现货车的实时定位与信息交互，

所以进程缓慢。近两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资本的介入以及交通出行行业的快速信息化，货
运 O2O 的发展也进入快车道。近两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市面上已经涌现出两百多款物流配货 APP。
2.4 车货匹配 APP 的出现对于传统物流园的运营带来了正面冲击，各 APP 在推广过程中与物流园的摩擦不
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