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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TC(ElectronicTollCollection)，中文名为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

车载电子标签OBU存储有车辆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与车辆通行路径的信息，OBU与ETC车

道上的路侧单元RSU进行专用短程通讯（DSRC），利用计算机对车辆行驶的历史路径进行拆

分，并通过互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进行结算处理，从而达到在不停车即可对车辆进行收

费的目的。RSU由读写天线和射频控制器组成，可以完成数据和信号的收发、编码、解码等

。OBU则存有行驶车辆的信息，主要用来与RSU进行信息交互。其中OBU产品是最为主要的

产品。        2012-2016年，我国ETC市场规模已实现高速增长，从5亿元上升到22亿元，年复合

增长率为45%。预计2016-2020年，市场规模将从22亿元上升到70亿元以上，复合增长率为34%

，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具体来看，假设2020年ETC用户数达到1.25亿，以及假设到2020

年每个ETC终端设备(主要是OBU车载单元)的初装费用价格为200元(销售单价约200元)，再加

上约为初装费用20%的更新费用等，OBU每五年更新一次。据此计算，到2020年，初装OBU

的市场规模达到70亿，更新OBU的市场规模达到2.8亿，总计将达到70亿元以上的市场。2020

年中国ETC终端设备市场规模预测情况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ETC行业发展

态势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ETC行业市场发展环境、ETC整体运

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ETC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ETC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ETC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ETC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

您若想对ETC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ETC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

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

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

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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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ETC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三、影响行业的盈利因素分析

第二节ETC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领域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第三节2022-2028年ETC行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一、有利因素

二、不利因素

第四节2022-2028年ETC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十二章ETC行业投资战略及建议   

第.一节ETC行业竞争战略研究

一、差异化战略



二、品牌经营战略

三、目标集聚战略

第二节对中国ETC行业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品牌的重要性

二、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商业银行ETC营销策略

一、锁定目标客群，坚持批量营销

二、明确主推产品，坚持组合营销

三、搭建营销场景，渠道引流获客

四、坚持上下一体，动态响应支持

第四节ETC行业投资战略及建议

一、2022-2028年企业投资战略

二、2022-2028年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三、2022-2028年行业投资方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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