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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预测2021年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7.2%
我们在汽车2021年度策略《强品牌、赢未来》中判断：乘用车已低迷三年，预测2021年乘用车同比增长
7.2%,增幅较2020年提升13.5个百分点。汽车2021销量同比增3.5%至2609万台,新能源车同比增50%达180万
台,预测2020-2025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复合增速约36%。
按照路线图2.0预测，汽车整体产销规模为2025/2030/2035年达3200万辆/3800万辆/4000万辆，对应五年
复合增速依次为5%/3.5%/1%。2025/2030/2035年新能源车渗透率20%/40%/50%,对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量为640/1520/2000万台，对应五年复合增速为36%/19%/5.6%。
随电池成本下降和插混技术成熟，2021-2022年自主品牌和日系大量插电混动车将上市，相比燃油车有更
强的动力、亏电油耗比同级燃油车更低，成本也有望逼近同级燃油车。插电混动车型渗透率预计将迎来
上升拐点。

中国新能源车销量预测 单位：万台 中国插电混新能源车销量预测 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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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乘联会行业预判：狭义乘用车零售增速7%，汽车增速4%
乘联会崔东树预计2021年国内狭义乘用车批发销量增速为9%，零售增速为7%，车市整体增速为4%。国
内新能源乘用车2020/2021年销量113/150万辆。2020年的新能源车新动能已经体现，高端的特斯拉和微
型电动车的宏光MINI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主力。其核心都是加速降低成本，满足更多消费者需
求，这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随着双积分政策的深入推进，2021年的新能源车在高低两端
仍有巨大的增量空间，各自有望增长15万辆。新势力造车企业也进入稳定发展期，由于走高端化线路，
目测销量以小幅稳步增长可能性较大。传统车企是新能源发展的核心关键，自主的比亚迪、五菱、上汽
等将持续走强，而合资企业如大众等企业全新产品潜力也是巨大。

流通协会郎学红认为2020年前6个月汽车市场处于负增长状态，进入7、8、9月份汽车回暖，开始两位数
快速增长。豪华车份额上升明显说明汽车行业周期调整还没有结束，如果低收入阶层开始购车，则表明
这一轮周期探底开始复苏了。她认为2020三季度市场的需求虽然逐步回暖，但销量提振主要靠以价换
量。她认为2020三季度公安部数据与中汽协数据差异较大，上牌数据显示2020三季度乘用车只有2%左右
的增长，说明真实终端需求并未明显复苏。郎秘书长认为乘用车市场未来将会呈现出首购和换购、新车
和二手车两个双驱动的特点。预测2020年全年汽车零售量将达到2450万辆（-5%），乘用车预计实现终
端零售1950万辆（-10%）；2021年大概率是0增长上下，汽车行业产销规模仍处于平台期，至2025年汽车
销量有望达到3000万辆，到2035年有可能达到400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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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汽车流通协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中汽协行业预判：2021年汽车总销量2630万辆，同比+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认为：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有望达到2500万辆，同比降幅
可能收窄到2%以内。2021年预测汽车总销量2630万辆，同比增长4%。其中乘用车同比增长7.5%，达2170
万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40%，达180万辆。

“十四五”期间汽车行业将经历一轮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期。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成为汽车产业发
展的新机遇。具体来看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正加速推进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
发展，汽车正逐步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大型移动智能终端。第二、中国汽车市场总体来看潜力依然巨大，
大城市出行刚需与低线城市消费潜力释放促进市场增长。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拉动汽车市场消费升
级。汽车消费升级主要体现在换购、增购中，15万元以上的中高端汽车销量占比逐年增长。
2021年汽车市场将呈现缓慢增长态势，未来五年汽车市场也将会保持稳定，2025年有望达到3000万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认为汽车市场增长处在中高速向中低速转变过程中。
他估计2021年汽车市场将保持大概0—2%区间的增速，前提是“疫情、宏观经济和消费政策三方面没有
太大波动”。王青指出不考虑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条件下，2028年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去预测国内汽
车保有量将达到4.1亿辆，千人汽车拥有量大概为288辆，新车年产销规模会保持在3200万辆。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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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汽车产销降幅收窄至3%以下

乘用车行业月度销量 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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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汽协，2020年11月，汽车产销延续了增长势头，产
销量均创年内新高。乘用车销量229.7万辆，同比增长
11.6%。1-11月，汽车产销降幅收窄至3%以下。
11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回升，上升2.1个百分点。
年度累计1-11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670.3万辆，同比下
降10.7%，市场份额下降1.3个百分点至37.7%。
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20万（+105%），1-11累计111万
辆（+3.9%）。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售18.6万台（+137%），
累计销售101万台（+5.4%）。
据中汽协，重点企业1-10月营业收入增长率回升至3.4%，
利税总额增幅恢复至-0.4%。1-9月中汽协汇总重点企业亏
损扩大，达到131家，同比增长率达44%。重点企业研发
费用持续上涨，1-9月同比增长23%。

资料来源：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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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17万辆，同比增长136.5%；
其中插电混动零售销量2.6万辆，同比增长98.1%；纯电动
的零售销量14.2万辆，同比增长145.4%。伴随着北京增加
放号和上海限外牌后恐慌抢购新能源势头较猛，加之企
业对新能源产销目标追求，预计年末最后一个月的国内
新能源车市将环比持续高增长。
11月电动车高低两端强势增长趋势明显，其中A00级销量
4.8万，份额提升到纯电动的32%，主要受五菱宏光MINI
和欧拉R1销售带动，二三线城市基于购买与能源经济性
需求对于小、微型新能源汽车需求不容小觑。B级占比
23%，同比增长较强。
特斯拉销量环比增加78%，同时11月上海工厂向欧洲市
场出口7000辆国产Model 3，标志着上海工厂产能进一步
提升，特斯拉交付能力增强。特斯拉Model 3高性能版、
Model Y即将批量交付，新能源高端车市场竞争压力将进
一步加强。随比亚迪DM-i系列产品投放，凭借其持平燃
油车型的落地价、较好动力性能表现、极佳的燃油经济
性，插电混动销量迎来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乘联会、平安证券研究所

11月新能源汽车增幅高

新能源乘用车11月销量创同期新高 单位：万台

新能源乘用车11月销量前十 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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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亚迪、汽车之家、平安证券研究所

混动车渗透率将提升，自主品牌混动技术换代
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版）》2025年乘用车节能车新车平均油耗将降至5.6L/100km
（WLTP），纯燃油车型很难进一步提升热效率，混动车型占比不断提升成必然趋势。
混动技术水平现状：自主品牌技术面临换代、日系品牌技术积淀深厚、德系企业专注纯电布局较少。
作为较早布局混动车型的比亚迪发布DM-i混动产品，通过专用发动机、E-CVT实现混动。旗下搭载DM-i
系统的秦Plus、宋Pro、宋MAX已上工信部公告，覆盖轿车、SUV、MPV车型。
车型主要优势：1）享受免除购置税补贴后，DM-i车型几乎与燃油车型同价:全系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发
动机针对性设计优化，从而降低成本。同时车辆单价提高有利于提高毛利。2）高配车型百公里续航里
程长于市面上竞品车型。3）节能表现好:轿车、SUV车型综合油耗分别低于4L/100km、4.5L/100km，优
于目前市场上插混车型5-6L油耗表现；

5.6L/100k

m WLTP 4.8L/100k
m WLTP 4L/100km 

WLTP

2025 2030 2035

2025年新车平均油耗降至5.6L/100km 比亚迪DM-i骁云-插混专用发动机技术参与优于日系混动车型发动机

发动机参数 比亚迪 丰田雷凌/卡罗拉双擎 本田凌派锐·混动

发动机代号 骁云-插混专用 8ZR-FXE LEB41

发动机排量/L 1.5 1.8 1.5

峰值功率/kW 81 72 80 

峰值扭矩/N·m 135 142 143 

热效率 43% 40% 40.5%

压缩比 15.5 13.0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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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汽车之家、平安证券研究所

针对目前市面上混动产品主要分为并联式、串联式、动力分流三种方案，并联式方案技术路线多样，但
基本呈现多电机协同实现混动的方案，预计2021年P0+P4或P0+P2.5/3方案将不断浮现。串联式主要为增
程式车型，动力分流方案丰田一家独大有技术壁垒，但除部分地区外无法享受新能源牌照。

P0 P1 P2 P2.5 P3 P4

混动系统 构型/架构 特点 不足

并
联
式

吉利48V轻混 P0
结构简单，容易在燃油车型改

造、集成
油耗改善有限

领克PHEV P2.5
电动机集成变速箱内，可与燃

油车共平台
集成成本稍高，不能实现怠

速充电和启停辅助

上汽第二代
EDU

P1/P3复合
电动机减速器与变速箱集成，

较上代改善换挡顿挫
集成成本高

比亚迪DM-p
P0+P4/P0+

P3+P4
动力强劲零百加速低于4秒，混

动实现四驱
经济性不及DM-i

比亚迪DM-i
P0+P2.5
（推测）

依托高效率发动机与双电机，
实现超低油耗。成本低购置税
减免后与燃油车同价。

动力性稍弱于DM-p

本田i-MMD P1 双电机整合进发动机曲轴 集成成本高

长城 WEY P8 P0+P4 老款车型搭载，能实现四驱，长城新混动平台12月15日发布

串
联
式

理想One 直连式
续航里程长，结构简单，无需

充电
高速工况油耗高

动
力
分
流

丰田THS-II
行星齿轮组
进行动力分

配

结构复杂，丰田耕耘多年技术
成熟，车辆无需充电

不享受新能源汽车补贴

并联式混合动力架构（P+数字代表电机位置）

丰田THS-II动力分流结构示意图

串联式混合动力结构图

混动车渗透率将提升，自主品牌混动技术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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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平安证券研究所

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11月中国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11.1%。11月汽车类零售额达到4017亿元，
同比增长11.8%，年度累计零售额达34531亿元，同比下
降2.8%。

2020年1-10月，汽车制造业完成营业收入63949亿元，同
比增长2.1%，增速较2020年1-9月提升1.6个百分点，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7.6%。

2020年1-10月，汽车制造业利润稳定恢复，汽车制造业
累计实现利润4211.5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1-9月
提升3.6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的8.4%。

汽车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2020年1-10月汽车制造业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继续呈小幅收窄，但仍然明显低
于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水平，2020前三季累计下滑
15.4%，降幅比1-9月收窄1.3个百分点。。

汽车行业1-10月利润总额同比增幅 单位：%

行业效益：盈利持续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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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零售额同比增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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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脉搏》、平安证券研究所

库存与折扣：年度目标承压、折扣幅度加大

汽车经销商进销差与终端开票价之比（不含返利）进入11月，厂家完成年度目标压力加大，汽车经销商
综合库存系数同比大幅上涨15.4%，环比上升9.6%达
1.72。经销商裸车毛利大幅下滑，合资品牌折扣幅度
尤其突出。虽受疫情影响，但多数厂家并没有下调任
务目标，经销商仍为达成全年任务目标拿到年终返利，
降价促销以价换量，库存增加盈利能力下降。11月库
存深度最高的品牌有：沃尔沃、东风悦达起亚、东风
英菲尼迪。豪华、合资品牌延续前期增长态势，加上
年末冲刺补库，库存系数较上月有所上升。自主品牌
处于传统冲刺旺季，库存压力相对较大。进入Q4以来，
经销商GP1（裸车毛利）持续下探，合资品牌价格倒
挂尤为严重，裸车毛利滑至-13%。

注：GP1:经销商进销差与终端开票价的比值，不含返利及衍生收入
本研究仅代表调研样本之表现情况：截至2020年12月8日，11月份“市场脉搏”基
于43个主流品牌48个投资集团167个城市的1322家经销商反馈。

-10.8%-11.3%

-13.4%

-5.8%

-15%

-10%

-5%

0%

均值 豪华 合资 自主

合资品牌库存与折扣：11月样本经销商库存均值1.13，
环比下降，折扣力度持续加大。日系合资丰田、马自
达、本田、日产折扣与库存表现俱佳。上汽集团旗下
别克、雪佛兰库存及折扣均差于合资品牌均值，大众、
斯柯达折扣情况有所好转，别克库存较高，折扣幅度
较大。

自主品牌折扣与库存：11月样本经销商库存均值1.32，
环比继续降低，折扣均值-5.8%，折扣力度进一步加
大。其中红旗、长安自主在库存及折扣幅度上表现更
佳。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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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企业销量表现：长城累计销量转正，上汽依然承压

11月长城汽车销量14.5万台（+26%），1-11月累计销售96.1万台，同比转正。11月哈弗品牌销售10.2万
辆（+22%），哈弗H6车售5.5万辆，其中第三代哈弗H6占哈弗H6总销量占比例达41.5%。长城皮卡同
比增长53%，11月销售2.2万辆市占率接近50%。长城炮11月销售1.2万辆。

11月吉利汽车销量达15万台，同比增5%。1-11月累计销量116万辆，同比减少5%。已完成年度销量目标
88%，2020年度目标完成承压。吉利星瑞上市首月销售7017辆，12月有望冲击万辆销售。新能源领域销
售6,829辆。领克11月销量为2.28万辆同比增长约61%，再度刷新领克品牌历史最高月销量纪录。

11月广汽集团销售汽车21.8万台，同比增21.5%。累计销量183.5万辆，同比-2.2%。广汽本田11月销售8.6
万台（+22.0%），累计同比转正+0.6%；广汽丰田11月销售7.7万（+13.8%），累计同比+11.0%。广汽
传祺11月销售3.3万辆，同比+2.5%。广汽埃安11月销售7,216辆，同比增长20%，环比下滑。

11月上汽集团销售64.4万辆，同比增长10.6%，1-11月累计销售485.4万台，同比-12.39%。上汽大众依然
承压，销量16.2万辆，同比下跌21.89%，降幅较10月进一步扩大，上汽集团旗下其他品牌均实现同比增
长。上汽通用/五菱/上汽乘用车11月销量为16.6/19.5/8.8万辆，同比增39.2%/21.7%/28.4%。

长安集团11月销量21.95万辆（+24.5%），累计销售180.3万辆，同比+15.3%。长安系中国品牌乘用车11
月销量11.4万台（+36.4%）。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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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厂新品牌运动风起云涌

11月上汽集团联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智己汽车”，广汽集团将埃安独立运营与传祺形成自主品牌
“双子星”。目前已有多家整车集团宣布成立高端新品牌，岚图、智己首款产品发布在即，仍以SUV
产品为主。埃安已有销售基础，广州车展新产品埃安Y推出，其稳扎稳打更接近传统品牌调性。同时，
阿里、华为、腾讯等科技公司成合作方为高端品牌运营注入新活力。各新品牌高管多以汽车集团内部
调任为主，但在组织架构、融资结构、期权激励、用户运维等方面已有大幅创新。

车企 品牌 运营方式 品牌定位 组织结构/人员构成 产品

上汽

R 独立运营 更科技的纯电车 上汽集团内部为主 ER6（原定为品牌车型荣威）、MARVEL R（全新纯电架构）

智己 独立运营 与R标区分,定位30万+

启动期200余人超50%人员来自
于集团内部，2020年底达到300
人左右，主要针对跨界对外招
聘。重要合作方：阿里巴巴

首款车型定位轿车，2022年推出SUV。产品亮点：具备4秒内百米加速、超
算中枢智能座舱、L0级永不自燃的安全电池、无线充电。

长安 未知 未知
配套全球领先、自主可控的智能电动汽
车平台，一系列智能汽车产品和一个超
级“人车家”智慧生活和智慧能源生态

与华为、宁德时代联合打造 未来五年推出105款车型，包括23款新能源汽车

东风 岚图 独立运营
致力于零焦虑高端智慧电动品牌（增程
式+纯电技术路线）。

高管来自东风集团内部 首款是中大型SUV，增程式。

吉利 几何 非独立 高端纯电 吉利内部 非纯电平台车型。几何A/C（表现欠佳）

广汽 埃安
独立运营，沿用
传祺LOGO

高端智能电动车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前广
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
理）。

埃安Y、埃安V、埃安S、埃安LX

长城 SL 独立运营
全新的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高于现
有车型

仙豆智能创始人兼CEO李鹏或
将担任SL项目的法人和董事长

首款车型是SUV，或将对标蔚来ES8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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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乘用车企迎融资潮—新势力领先、传统车企跟随
2020年特斯拉、蔚来等新势力股价表现突出，市值连创新
高，高光时刻融资频度额度均创新高。
新势力标杆特斯拉2020年内通过增发融资120亿美金。造车
新势力三强中蔚来汽车近期年内第三次增发，或可募集27
亿美元，前两次共募集22亿美金，加上年初合肥市政府70
亿，蔚来2020年内募集资金总额近400亿元。2020年初以来
理想汽车已募资三次，累计金额达212亿元；小鹏汽车募资
三次，募资总金额达272亿元。
比亚迪拟发行不超过1.83亿H股，按目前股价可融资约270
亿。长城汽车拟发行可转债方式募资80亿以投资新车型研
发项目与汽车数字化研发项目。东风集团、吉利汽车回A
股拟募集资金200亿元以上。此前，吉利汽车配售6亿股，
净筹资64.46亿港元。
2020年我国汽车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降15%以上
（国家统计局口径），但研发费用同比增长20%以上（中
汽协重点企业口径），显示在电动智能转型大拐点期，车
企军备赛从硬实力走向软实力比拼。粮草储备充分程度、
速度将是车企在重要窗口期发展快满的关键因素之一。

全球主流汽车股总市值及2020年初以来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年初以来
涨幅%

排名代码 证券简称
总市值
亿美元

NIO.N 蔚来 944 1 TSLA.O 特斯拉 5782 

TSLA.O 特斯拉 629 2 TM.N 丰田汽车 2464 

1211.HK 比亚迪股份 363 3 002594.SZ 比亚迪 710 

002594.SZ 比亚迪 257 4 NIO.N 蔚来 590 

601633.SH 长城汽车 211 5 RACE.N 法拉利 534 

2333.HK 长城汽车 198 6 HMC.N 本田汽车 531 

000625.SZ 长安汽车 132 7 600104.SH 上汽集团 436 

XPEV.N 小鹏 109 8 601633.SH 长城汽车 375 

LI.O 理想 91 9 F.N 福特 359 

601127.SH 小康股份 57 10 FCAU.N
菲亚特克莱斯

勒 329 

005380.KS 现代 57 11 XPEV.N 小鹏 319 

0175.HK 吉利汽车 50 12 AML.L 阿斯顿马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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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流汽车股年内募资金额（含计划）

附注：均按最新汇率6.55折算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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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金投向以新产品研发为主，新势力增加渠道投入支出
造车新势力新产品与自动驾驶技术仍是资金用途主
线，渠道与网络建设被蔚来和小鹏汽车看重均计划
投入约30%，理想汽车受制于融资规模与产品技术
路线切换，在纯电动车型以及电动技术投入合计占
比达50%。

典型传统车企回A上市融资募投项目 单位：亿元

美股上市国内造车新势力三强最新一次拟募资资金用途分布

新产品与自动驾

驶驾驶技术研

发 , 60%

渠道建设与营销, 30%

新产品与

自动驾驶

驾驶技术

研发 , 30%

渠道建设、营销与充电网

络 , 30%

战略投资, 20%

高压平

台、充电

技术研发, 

30%

纯电动车型研发, 20%
自动驾驶研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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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型产品研发项目

前瞻技术研发项目

产业收购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入募集资金/亿元 项目总投资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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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图新能源车项目

全新新能源平台架构

自动驾驶汽车项目

氢燃料电池研发

投入募集资金/亿元 项目总投资额/亿元

吉利汽车 东风集团

蔚来汽车 小鹏汽车 理想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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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附表：主要整车企业近期融资动作
企业名称 最新融资 融资规模 资金用途

长城汽车 发行A股可转债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
募集资金50%用于新车型研发项目（占此项目总投资额63.5%），50%汽车数字化研发项
目 （占此项目总投资额50.1%）

比亚迪
拟募集不超过已发行H股的20%股份
(约1.8亿股)

约270亿 1、补充营运资金；2、偿还债务；3、投入研发等

长安汽车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60亿
产能升级为主：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H系列五期、NE1系列一期发动机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碰撞试验室能力升级建设项目、CD569 生产线建设项目、合肥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调整升级项目

蔚来汽车
增发定价每股39美元增发6000万股美
国存托股份(ADS)

募资总额高于小鹏汽车，募
集总额约23.4亿美元，如果承
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最高募资约26.9亿美元。

约60%用于新产品研发与下一代智能驾驶技术研发。约30%用于销售和服务网络建设与市场渗透。
约10%用于一般公司用途

小鹏汽车
增发定价每股45美元的4800万股美国
存托股份(ADS)

募集总额约21.6亿美元，如果
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最高募资约24.8亿美元。

30%用于智能电动汽车以及软件、硬件和数据技术研发；30%用于销售和市场推广以及销售和服
务渠道的拓展和超级充电网络，以及拓展国际市场；20%用于智能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潜在战略
投资；20%用于一般公司用途，包括营运资金需求。

理想汽车
增发定价每股29美元的4700万股美国
存托股份(ADS)

募集总额约16亿美元，如果
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最高募资约18.4亿美元。

约30%用于新一代电动汽车技术的研发，包括高压平台、高充放电率电池和超快充电；约20%用
于下一个BEV平台和未来车型的研发；大约20%用于自动驾驶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发；30%用于
公司一般用途。

特斯拉 拟增发最多50亿美元股票 50亿美元 巩固资产负债表以及用于一般公司用途

吉利汽车
科创板上市。2020年9月1日，吉利汽
车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9月28
日过会。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
资总额为204亿元

新车型产品研发项目总投资84.2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80亿元；前瞻技术研发项目总投资30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30亿元；产业收购项目总投资30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30亿元；补充流动资金总
投资60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60亿元

东风集团
创业板上市。2020年12月11日将提交
上市委员会议审核，有望在2020年年
末或2012年年初登陆科创版

拟公开发行不超过9.57亿股，
融资金额210.33亿元

岚图品牌高端新能源汽车项目总投资110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70亿元；东风全新新能源平台架
构项目总投资22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22亿元；东风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总投资23亿元，拟投入募
集资金18亿元；氢燃料电池研发项目总投资41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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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预测2021年乘用车同比增长7.2%,增幅较2020年提升13.5个百分点，2021年新能源车销售180万台。2020新
能源车有望达130万台，高低两端放量，随着大众MEB上市，未来高品质电动车型供给进一步丰富，新
能源车产品吸引力将明显上升。预测新能源汽车未来5年复合增速36%，插电混车型渗透率快速提升。
自主车企进入新一代混动技术换代期，混动新车型有望上量。
资本市场表现抢眼，新势力在高光时刻融资频度、额度均较高。它们获得企业快速发展的宝贵资金，
新势力募资投向自动驾驶技术、新车型、渠道建设等，传统车企巨头跟随，如东风、吉利等投向新品
牌、新平台研发等。
主机厂新品牌运动风起云涌。多采用独立运营模式、多元化的融资结构、管理层股权激励、直达用户
的品牌运维方式、全新架构及全新定位的品牌等。目前老树发新芽多箭齐发，2021年将进入新品牌独立
运动发展观察期，我们认为转型动作跨度较大、真正具备全新组织架构的新品牌独立运营成功概率更
高。推荐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建议关注吉利汽车。

名称 证券代码
收盘价（元） EPS(元/股) PE

2020/12/15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长城汽车 601633 27.46 0.49 0.55 0.84 1.23 56.0 50.2 32.5 22.4 

广汽集团 601238 13.99 0.64 0.67 0.94 1.07 21.9 20.9 15.0 13.1 

上汽集团 600104 24.30 2.19 1.81 2.07 2.42 11.1 13.4 11.7 10.0 

*吉利汽车 0175.HK 19.90 0.83 0.73 1.09 1.33 23.9 27.2 18.2 14.9 

广汽集团、吉利汽车净利润预测值为WIND一致预期值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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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1、自主品牌普遍加大研发投入，但后续产品是否成功极大影响平台规模效应的发挥，从而影响企业盈

利能力。

2、经济型车潜在消费群体消费信心未能恢复，从而影响经济型车复苏进程。

3、疫情反复导致物流、出行受限，影响到店购车消费。

4、新品上市未能有效提振价格中枢，导致主要车企盈利能力未能向上修复。

5、市场份额加速向头部企业集中，弱势品牌生存困难，现金流堪忧，或给产业链带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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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20%以上）

推 荐（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10%至20%之间）

中 性（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预计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中 性（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300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预计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300指数5%以上）

公司声明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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