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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项目公司及团队介绍 

第一节 项目公司介绍 

第二节 团队核心成员介绍 

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 

第一节 成品油政策频出，加速行业变革 

一、扩大成品油市场准入，降低行业门槛 

二、鼓励以互联网手段促进能源供应高效匹配、运营集约高效 

三、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削弱民营加油站竞争力 

第二节 成品油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加油站行业尚未饱和 

一、我国汽车保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成品油潜在需求巨大 

二、我国公路网愈发密集，但加油站密度仍较低 

三、我国民营加油站经营效率低，有待整合提高 

第三章 项目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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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内加油站行业发展情况 

一、行业发展概况 

1、中国加油站数量逐年上升，市场发展态势良好 

近年来，受到成品油市场准入政策逐步开放、国家汽车保有量不断提高的影

响，我国加油站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截至 2018 年底，

全国有近 10.6 万座加油站，连续三年呈上升趋势。 

2、“两桶油”加油站数量约占全国半数，市场份额达 78% 

目前我国成品油零售市场由中石油、中石化、其他国有公司、外资公司、民

营企业等主体组成。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石油、中石化拥有国内成品油最大的

分销网络，二者拥有的加油站数量占据了中国境内加油站总量的 50%（中石化约

占 29%、中石油约占 21%），其他的中海油、中化及民营等加油站占据另外 50%。 

…… 

二、行业运营情况 

近两年，中国成品油零售端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无论是国家政策调整、外

资准入限制、商业运营模式升级、还是终端布局重塑都风起云涌。目前来看，加

油站在运营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大痛点。 

1、供给过剩导致成品油销售渠道竞争愈发激烈 

由于国内成品油供给过剩越来越严重，国营企业和地方企业在成品油销售渠

道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然而，地方炼厂主要以直销、分销和批发作为其成品

油销售的主要模式，在终端加油站渠道上的布局十分单薄。这主要是由于新建加

油站或购置现成加油站的成本高昂，地方炼厂难以大量增加其加油站的数量。这

使得中石油、中石化在成品油零售端上的优势长期存在。 

2、民营加油站成品油零售成本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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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互联网+加油站行业发展情况 

一、行业发展概况 

目前，“互联网+”加油企业尚未能真正撼动传统加油站市场，但互联网+加

油站模式的落地，开启国内加油站零售的新业态。从成品油零售切入用户，占领

移动互联网入口，用网络连接区域商圈，为用户提供便民服务、汽车后市场服务、

金融保险服务，推出多项非油产品的增值服务，搭建以加油站为核心的生态社区，

形成新的企业利益共同体。 

随着电商用户渗透率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车主消费者选择互联网方式进

行加油，并完成支付以及周边产品消费。因此，在万亿级的加油站市场规模下，

互联网加油行业方兴未艾，未来将会表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 

目前，凭着庞大的汽车保有量，我国“互联网+”加油行业已初具规模。数

据显示，2017 年，我国互联网+加油站行业市场规模已达 1750 亿元，同比增长

40%。到 2018 年，“互联网+”加油行业市场规模接近 2200 亿元。 

…… 

二、主要企业发展情况 

第四章 竞争企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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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展现状 

第二节 商业模式 

第三节 推广模式 

一、推广渠道 

二、终端客户推广方案 

第四节 盈利模式 

第五章 项目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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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项目定位 

第二节 项目产品 

第三节 项目商业模式 

第四节 项目推广模式 

第五节 项目盈利模式 

第六节 项目竞争优势 

1、项目实施计划 

第七节 项目发展规划 

第八节 项目实施计划 

第六章 项目投融资计划 

第一节 项目资金使用 

一、估算范围 

二、项目总投资估算 

1、基础数据和说明 

2、项目总投资估算 

根据测算，本项目总投资为*****万元，其中软件开发 50 万元，市场推广费

****万元，人员薪资***万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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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融资方案 

第三节 资金退出机制 

一、资金退出机制介绍 

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公司上市、兼并收购、风险企业买进和红利分配四种。 

1、公司上市 

在公司成功经营且企业成长迅速的情况下，可以努力实现企业在国内或国外

资本市场上市。投资方合作者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股权自由退出。 

2、兼并收购 

在合作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投资者可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或管理层回

购（MBO），一次性实现投资者的退出，同时变更公司章程和公司性质。 

3、风险企业买进 

在合作双方投资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公司可利用银行资本收购投资者股权，

一次性实现投资者的退出，同时变更公司章程。 

4、红利分配 

合作双方依据合作合同所约定的合作期限、分配比例等对项目每年所得可分

配利润进行红利分配，并根据双方所约定的合作期满后资产归属及解决方案，实

现投资者的合理退出。 

二、资金退出机制选择 

第七章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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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价格依据 

第二节 营业收入测算 

第三节 成本费用测算 

一、租赁站推广及租赁成本 

二、加盟站推广成本 

三、总成本费用 

第四节 利润测算 

第八章 项目估值分析 

第一节 成品油批发业务估值 

第二节 租赁站油品销售业务估值 

第三节 互联网+加油站业务估值 

第四节 项目估值 

第九章 项目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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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策风险分析 

第二节 市场竞争风险分析 

第三节 运营管理风险分析 

第四节 财务风险分析 

第五节 加盟合作风险分析 

第六节 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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