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第二季度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市场发展状况信息通告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



为引导社会资金理性进入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推动行

业良性发展，市交通运输局对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2020 年

第二季度的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现将 2020 年二季度深圳市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市场发展状况信息发布如下。

1、深圳市驾培行业基本情况

1.1 总体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深圳市共有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以下简称“驾校”）39家，与上一季度情况一致。

共有6165辆在用教练车，较一季度末增加133辆，环比增长2.2%。

其中，手动挡教练车有 4805 辆，占教练车总数的 77.94%，自动挡教

练车有 1360 辆，占总数的 22.06%。

共有教练员 7055 人，较一季度末减少 117 人，环比下降 1.63%。

其中，男性教练员 6596 人，占比 93.49%；女性教练员 459 人，占比

6.51%。

共有驾培训练场 435 处，总面积约为 232.67 万平方米，同比增

加 9.93%，环比增加 1.6%。

共有信息采集点 757 处，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2处，较一季度末

增加了 12 处。

1.2 各行政区驾培资源

按照注册地统计，龙岗区和南山区驾校数量最多，盐田区和大鹏

新区没有驾校注册。39家驾校在深圳市共设置了 757 处信息采集点，

其中，宝安区有242处信息采集点，占全市信息采集点总数的31.97%，

全市各区最多。各区驾校数量和信息采集点数量如图 1 所示。



图 1 深圳市各行政区驾校和信息采集点数量

按照训练场数量和总面积统计，龙岗区训练场最多且面积最大，

共有 139 处合计 73 万余平方米，占全市训练场总面积的 31.61%；其

次是宝安区，共 122 处合计 51 万余平方米，占全市训练场总面积的

21.92%。各区训练场数量及面积如图 2所示。

图 2 深圳市各行政区训练场面积和数量

2、行业供给情况



2.1 行业供给数量

2.1.1 驾校培训能力

根据《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相关培训要求，结合教练车

实际培训时间，以二季度末我市教练车数量测算，年度培训能力为

43.16 万人，每季度培训能力为 10.79 万人。我市历年最大培训能力

变动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深圳市历年最大培训能力（单位：人）

2.1.2 考场考试能力

受考试场地的限制，机动车驾驶证考试的考试能力主要由科目二

（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决定。目前，

全市共有科目二考试场地 9 处，日均考能约 3960 人，年度考能约 99

万人次（按照 250 个考试日核算）；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考

试场地 7 处，日均考能约 2700 人，年度考能为 67.5 万人次（按照

250 个考试日核算）。按照两者中考试能力最小的核算，深圳市年度

驾考考试能力约为 67.5 万人次。

为防范扎堆考试不利于疫情防控，5 月初恢复机动车驾驶证考试

后，每考场每场次考试人数限制在最大考试能力的三分之一左右。根

据交警部门数据，今年 5月和 6月，科目一考场计划考量（车管所放



出的可预约考试的量）共 53779 人次，科目二考场计划考量共 65312

人次，科目三考场计划考量共 67805 人次。

2.2 行业供给质量

2.2.1 考试合格率

二季度，机动车驾驶证所有考试总合格率为 70.86%，较去年同

期降低了 3.51 个百分点。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安全文明考试

合格率分别为 84.81%、63.94%、57.89%和 80.17%。二季度各驾校各

科目考试合格率如图 4 所示。

图 4 深圳市各驾校 2020 年二季度各科考试合格率

2.2.2 学车满意度

二季度，共有 2054 人次点评驾校，其中五星评价 1726 次、四星

评价 189 次、三星评价 41 次、二星评价 35 次、一星评价 63 次。学

员差评的原因可以分为 5类，分别是收费问题、教练员问题、驾校服

务问题、练车时间问题和设施设备问题，其中以教练员问题和驾校服

务态度问题为主。学员对驾校整体评分为 94.86 分，二季度评分排名

前三的驾校分别为科大、鹏城和福永，排名后三名的驾校为二职、金

色里程和新宝通。



2.2.3. 学员投诉量

二季度，共受理投诉 532 件，投诉共涉及 31 家驾校，其中宝华

投诉量最大，为 85 件，其次为深港，为 71件。汇职、科大和福永等

8 家驾校未发生投诉。平均投诉率为 1.15‰，同比下降 0.79 个千分

点。投诉率高于行业平均值的有车博士、方程式和鹏安等 12家驾校，

其中车博士投诉率最高，为 6.60‰，方程式和鹏安的投诉率分别为

3.21‰和 2.93‰。各驾校投诉量和投诉率如图 5所示。

图 5 深圳市二季度各驾校投诉量和投诉率

3、行业需求情况

3.1 招生情况

二季度，随着新冠疫情形势缓解，驾培行业的培训工作逐渐恢复

正常，新学员招收数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二季度共受理新学员

106925 名，较上一季度上升 365.54%，较去年同期增加 9.54%。

3.2 考试需求

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科目一考场预约

53962 人次，为计划考量（车管所放出的可预约考试的量）的 100.34%，

科目二考场预约 43711 人次，为计划考量的 66.93%，科目三考场预



约 60282 人次，为计划考量的 88.90%。疫情防控背景下对考试能力

的限制使得科目一理论考试供给能力稍显不足。二季度各科目实际考

试总人次为 21万余人，环比增加 78.54%，同比降低 63.92%，为去年

同期考试人次的 36.08%。

4、行业投资预警

受疫情影响，深圳市二季度驾培产能利用率仅为 43%，较去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降低。自 2015 年至今，每年毕业学员人数均小于当年

最大培训能力，如图 6 所示。综合深圳市新增常住人口数、行业培训

能力、考试能力和近五年招生量等多种因素分析，短期内深圳驾培市

场需求增长潜力有限，深圳市驾培市场将长期处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

态。

图 6 深圳市历年驾培行业产能利用率

目前，深圳驾培行业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状态，在筹建成本高、

注重服务质量的背景下，经营和投资驾校的风险较大。拟在深圳市从

事驾培经营的投资者以及拟扩大规模的经营者，应充分调研本市驾培

市场情况，密切关注驾培行业动态，严密论证、客观评估投资风险，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投资损失。



5、市民报名学车注意事项

5.1 学车就上“i 深圳”

市民报名学车前，往往不知道如何选择驾校，现在市民想查找深

圳市正规驾校，只需打开“i 深圳”APP，便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

同的驾校不同的学车班别，有效避免非法驾校的坑害。选择驾校前，

除关注训练场远近外，还应当重点关注驾校的学车满意度、考试合格

率、库存人车比和拿证周期等指标。此服务端是深圳唯一的学车报名

入口，市民可通过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i深圳”或者扫描下方二

维码进行下载使用：

5.2 签订培训合同，维护自身权益

市民选定驾校后，应当在认真阅读培训服务合同和培训服务费第

三方监管合同后再缴费。详细阅读将与驾校签署的合同，对于不合理

的条款或者不满意的条款提出质疑，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后续纠纷并

有效维护自身权益。市民在签订合同后，应当妥善保存好合同原件，

有利于解决后续可能产生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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