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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车经销产业链梳理 未来增速的逻辑看什么？ 

 

今天要梳理的产业链，类似于奢侈品赛道，其行业逻辑本质上和茅台、五粮液

有点类似。一个产品单价贵到上百万，却不愁销，甚至经常还要加价提前预定。

新的数据显示，近期其销售增长非常强势，2020年 5月同比增长 28%。 其中，

行业龙头 A自 2020年 3月至今，从 22港元/股上涨至 47港元，涨幅达到

96%。  

图：股价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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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行业龙头，内地的 B公司，却一直下跌。从 2020年 3月至今，从

4.74元跌至 3元，跌幅达到 27%。 

 

图：股价  来源：wind 

 

两家龙头处于同一条产业链，为何走势却差异如此巨大，呈现完全不同的状态，冰

火两重天？ 它就是，豪车经销产业链。2019年，当车市一片寒冬景象时，豪车却

逆风而行，从主流的 BBA（奔驰、宝马、奥迪）到价值千万的超级跑车，一度销

量断货。  

 

好，对这条产业链，几个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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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豪车 VS中低端乘用车，增长驱动力有什么不同？未来的增速能够达到多

少？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二是，豪车经销商的竞争格局如何？对标美国、日本，未来行业的头部公司，是否

还能继续获得市场份额？ 

 

（壹） 

 

豪华车（luxury Cars），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价格从几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

在我国,一般来讲是指豪华品牌生产的汽车，传统八大豪车品牌分别是：奥迪、宝

马、奔驰、雷克萨斯、沃尔沃、路虎、凯迪拉克、英菲尼迪。 

  

豪华车产业链大致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汽车零部件、汽车整车（组装）、汽车

经销及维修。 

上游——零部件、钢铁、橡胶原材料及生产设备制造企业，豪车零部件国产化率

不高，代表企业有博世（BOSCH）、霍尼韦尔、采埃孚等。 

中游——豪华及超豪华汽车上市整车厂不多，全球有阿斯顿马丁（AML.L）、法

拉利（RACE），其余豪车品牌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宾利、布加迪等均被宝马、

大众、戴姆勒三大集团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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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整车厂标的，包括 H股的北京汽车、华晨中国（退市）以及 A股的上汽集团。

北京汽车的并表公司北京奔驰是其重要收入来源；上汽集团的业绩则主要来自上

汽大众、上汽通用贡献的投资收益。 

  

下游——为汽车后市场，包括经销商、4S店、二手车经销等。获得汽车整车制造

商授权的汽车经销商既可以从事新车销售，也可以从事后市场的各种服务，包括

维修保养、零配件销售。 

  

国内经销商标的，包括永达汽车(H)、和谐汽车（H）、广汇汽车(A)、国机汽车(A)、

ST庞大(A)、中升控股(H)、宝信汽车(H)、恒信德龙、正通汽车(H)、美东汽车（H）、

广物汽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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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汽车经销产业链 

来源：塔坚研究 

   

整个豪车产业链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对于零部件、整车制造，我国上市公司参

与度不高，因此本篇报告中，我们重点关注豪华车经销环节。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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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车属于乘用车的一个子分类，所以，这个行业的增长，如果用公式表达的话，

我们可以拆解为： 

豪车销量增速=（1+乘用车销量增速）*（1+豪车渗透率增速）-1。 

  

从宏观层面来看，乘用车属于可选消费品，其短期宏观驱动力主要是政策；而长

期驱动增长人均 GDP、人均公路里程正相关系，代表消费能力。 

  

根据我们在汽车零部件研报中计算，假设我国未来增长与韩国相似，进入汽车普

及后期，1994年-2008年千人汽车保有量从 166增长至 343辆，年复合增速为

3%。（计算详细过程详见专业版报告库，此处不详述） 

  

虽然，我国汽车从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整体销量将长期保持低速增长，但过

去 5年中，国产豪华车细分赛道的销量复合增速在 20%以上。2018年、2019年

1-8月中国豪华车市场同比增速分别为 9%、9%，而乘用车行业整体销量增速为

负。 

  

 

图：2016年-2019年豪华车及乘用车销量增速 

来源：川财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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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 2020 年 5 月，我国乘用车销量为 167.4 万辆，同比增长

1.8%，国内豪华车市场销量约为 22.56万辆，5月份，豪华车零售同比增长 28%，

环比增长 18%。普通乘用车 VS豪车，这样的差距，可谓巨大。 

 

分品牌来看，排名前三的为传统（BBA）头部豪华品牌增速较高，其中奥迪 A6

（+192.4%）、奔驰 GLC（+45.3%）、宝马 X3（+8%）均实现同比正增长。 

 

 

图：2020年 5月豪华汽车销量排行榜 

来源：新浪财经 

  

所以，汽车行业的长期增长方面，总量的增长驱动不强，而结构升级带来的渗透

率提升才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则为豪华车销量占比的提升。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豪华品牌的零售拉动了车市从负增长的概念到正增长

的概念，因为 28%的增长速度，占到车市 14%左右的占比，也体现了豪华市场对

整个车市拉动的贡献度越来越大。” 

  

那么，后续，豪华车的渗透率会持续提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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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2010年-2018年，豪华车销量渗透率从 4.9%上升至 10.4%。渗透率提升的驱动

力主要看两点： 

1）需求端：换购占比提升； 

2）供给端：豪车大规模国内建厂； 

  

首先，来看需求端。 

随着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的提升，乘用车消费需求逐渐从新增购车为主转向换购

需求为主。2011 年-2019 年换购比例从 18.46%提至 40%，首购人群占比持续

下降，2019年降至 51%。 

  

 

图：首购换购占比 

来源：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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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进入普及后期，汽车销量增速已然放缓，换购群体逐渐成为消费主

力。未来换购比例是否会进一步提升？ 

 

我们借鉴了中国发展相近的成熟经济体日本汽车行业换购周期的发展，发现，日

本从 1975年开始，与我国现状相似。乘用车销量和保有量增速均下降至个位数，

CAGR分别为 5.14%和 5.06%，汽车消费逐渐由首购向增换购转变，从 1975年

-1985年十年内，换购比例由 35%提升至 70%。 

  

 

图：日本换购收购占比 

来源：安信证券 

  

因此，换购占比提升，在短期内，确实有一定的支撑，但需要关注的是，但后续

也有可能会面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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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 10 年换购比例大幅度提升后，到了 1987 年，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 20

年”，经济泡沫及通缩压制了换购需求，直到 1997 年换购比例才开始再度提升。 

  

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换购占比上升后，会经过一段时间回调再开始回升，总体

来看，换购比例维持在 70%以上的较高水平。注意，通缩，对于豪车经销这个行

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宏观风险。 

  

回到我国，目前换购比例不到 35%，与日本 1975年状况相似，因此，可以合理

预计，未来十年内换购占比将会提升。 

 

好，换购占比提升这一趋势确定后，未来豪车需求是否会提升？ 

  

换车原因中以三类为主：面子需要、出行需求升级、结婚需要。因此，换购具备

明显的消费升级特征，换购消费者更加看重品牌的价值。换车消费者更偏向于升

级至价位更高的豪华品牌。 

  

根据我们前期对汽车估值建模报告的预测，未来，首购消费者倾向性价比高的国

产品牌，换购消费者是豪华车的市场。 

 

那么，除了换购这个驱动，购买力是否是豪车需求的推手呢，即，“”消费升级”

这个逻辑，在豪车这个赛道中是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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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对比海外各国八大豪车渗透率来看，2018年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八大豪华

渗透率分别是 10.4%、28.9%、14.8%、6.5%。 

图：2002-2014年豪华车渗透率 

来源：兴业证券 

 

图：2018年豪华车渗透率 

来源：塔坚科技、平安证券（图注：八大豪车品牌包括：奥迪、宝马、奔驰、雷克萨斯、沃尔

沃、路虎、凯迪拉克、英菲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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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在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豪车渗透率却并不低，因此，

购买力显然并不是影响其的主要推手，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各国的差异如此明

显？ 答案：供给端格局不同。 

 

日本豪华品牌渗透率不高，和豪车的定义也有很大关系。上世纪 60年代，在对外

资汽车品牌限制进口、抬高关税、限制本地产量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本土汽车工业

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进行了保护和扶植。 而到了 70年代的大规模换购期，日本市

场车企已经形成了较稳定的竞争格局，本土品牌日产、本田、丰田 CR3市占率高

达 65.12%，三大本土车企全部参与换购。当时，进口德系车是国产品牌价格的 1

倍以上，与同档日系高端车（雷克萨斯）价格和品牌植入上并没有优势。 这导

致，日本汽车换购市场中，进口豪华品牌渗透率并不高，主要仍以日系车为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韩国，豪华车中现代、起亚两大自主品牌均参与了换购。 而中

国的换购市场则有显著不同，德日合资品牌为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产高端品

牌。华晨宝马、一汽奥迪、北京奔驰等占据主导地位。BBA（宝马、奔驰、奥迪）

为龙头梯队，占豪华车市场份额高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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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豪华车市场份额占比  来源：财通证券 

 

其原因主要为两方面：一为头部 BBA合资品牌早期在国内开拓市场，建立了较高

的品牌效应；二是，近几年国产 BBA豪车在我国大规模建厂，供给端产能爆发进

一步催化豪华品牌价格持续下探。从 2013年-2017年豪华车换购均价从 30.4万

元下降至 26万元，价格降低门槛催化豪车渗透率提升。 

 

图：BBA  来源：方正证券 

 

------------------------------------------------------------

http://ipoipo.cn/


优塾——发布于 2020年 7月 6日                            财务分析和财务建模领域专业研究机构 

我们认为，豪华品牌车企在国内的供给扩张，才是豪华车渗透率提升的主要推手。

因此，对于当前豪车的增长假设，更多的需要着眼于豪华品牌 VS国产品牌的竞

争。 因此，渗透率的对标，从竞争格局来看，美国、日本、韩国的参考性不强，

欧洲的豪车品牌竞争格局与中国更相似。  

 

美国的豪华品牌竞争格局分散，一线品牌 BBA市场份额被特斯拉超越，2019年特

斯拉在中小型豪车中占比高达 21%；而日本、韩国本土品牌强势，导致八大豪华

品牌渗透率不高。 欧洲对于 BBA品牌有着较强的忠诚度，与国内格局相近，CR3

市场份额均在 70%左右。考虑到北京 2019年豪车渗透率已经达到 30%，极乐观

情况下，我国二三线城市人均消费水平提升的前提下，我国豪车渗透率有望突破

30%。 

 

根据公式：豪车销量增速=（1+乘用车销量增速）*（1+豪车渗透率增速）-1  

对渗透率增速的假设，我们分为乐观及保守两种情景： 

 

 保守假设——未来十年内，受换购消费者大幅提升影响，我国豪车渗透率达到欧

洲平均水平 30%，计算得到十年渗透率平均增速为 11.26%。 保守情况下——未

来十年内，豪车渗透率无法达到韩国渗透率水平，计算得到十年渗透率平均增速为

4%。 

 

再乘上乘用车行业整体增速 3%，计算得到豪车行业增速在 7%-14.6%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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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豪车行业，可以关注一下几个高频数据： 

1）乘用车行业产销量（月频数据） 

根据中汽协统计，2020年 5月，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增速分别为 11.16%、

6.97%。 

图：乘用车产销增速 

来源：WIND 

2）BBA销量同比增速（月频数据） 

我国的豪华车市场主要由奥迪、宝马、奔驰“三强”主导，三个品牌汽车销量占豪华

车销量的 70%以上。所以选取 BBA具有代表性的 SUV车型作为豪车销量景气度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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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0年 5月销量月频数据来看，奥迪、奔驰销量增速高达 50%以上，景气度

远高于整体乘用车行业增速。 

 

 图：销量同比增速  来源：WIND 

 

3）库存预警指数——经销商库存是整个汽车行业利润的先行指标。这是由于汽车

销售主要采取经销商制，整车的库存一般均存放在渠道端，因此，经销商库存系数

能体现出销售端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以 50作为临界点，大于 50说明经销商库

存压力较大。 2020年 5月进口&豪华品牌、主流合资品牌、自主品牌库存预警指

数分别是 52.3%、53.4%、60.7%。豪华车经销商库存压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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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库存预警指数  来源：WIND 

 

高频数据看完，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豪车经销商的竞争格局。  

 

（陆） 

 

2015年到 2018年，排名前 100的经销商所占的销量份额有明显提升，CR10经

销商销量市场份额从 12.5%左右提升至 15.5%，CR2分别是广汇汽车

（3.16%）、中升控股（1.02%）。 对比成熟经济体，我国经销商的集中度，其实

已经比美国要高。 AutoNation是美国龙头的汽车经销商，其 2018年新车销售

31.08万辆，仅占全美新车销售的 1.84%，低于我国排名居首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

车（3.16%）。其走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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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股价图   来源：WIND 

 

从 2015年起，AutoNation新车销量开始负增长，而售后维修及汽车金融业务占

比大幅提升。从收入结构来看，其 56%营收规模来自新车销售，而我国百强经销

商新车销售占比在 80%以上。 

 

 

来源：川财证券 

 

其原因主要有两点：1）新车利润率低。2）新能源车冲击。 由于新车销售利润

低，而且受周期波动大，美国汽车经销商主动减少新车销售规模，而转向技术门槛

更高的售后服务。售后维保的技术门槛极高，需要专业的维修车间、设备以及受过

厂家专业培训的技术工人，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新能源汽车，由于不需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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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保养等额外服务，大部分选择直营模式。比如特斯拉采用体验店+网上直营

的销售模式，直接跳过经销商环节。此外，五菱汽车等低端乘用车采取电商经营的

新业态模式，对新车销售存在一定冲击。 因此，汽车经销商的市占率高并不一定

意味着护城河更深，而是要看能否向业务结构向利润率更高的售后维护、汽车金融

优化。  

 

因此，对标成熟市场，我们能够发现，汽车经销行业中，豪车经销的增长逻辑更

好，但市占率提升的逻辑并不确定，因此，对豪车经销公司的对比和跟踪，我们将

重点着眼于商业模式。 

 

 （柒） 

 

从收入结构来看，行业内公司主要有三大业务：新车销售、售后维修保养和汽车金

融。港股豪车经销商中，新车占收入比重高达 80%以上，而售后业务的盈利能力

更强，售后业务的毛利占比平均达到 50%。 

图：收入及毛利结构占比  来源：中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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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销售业务——利润主要由批发销售差价和厂商返利两部分构成。 销售价差即

销售指导价和批发价的差，一般由整车厂决定，在 3%-10%左右不等。销售返利

主要来自于三方面：销售返利、建店返利、广告返利，在 4%-15%之间。 

  

需要注意的是，豪华车经销在价方面会存在一定的行业超额收益，因为，当一款

豪车品牌爆款车新更新换代时，先从海外开始投放，一般比国产要早。经销商先

通过进口渠道预定，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就会出现加价销售的现象。 

  

比如，2015年保时捷卡宴必须加价 50万，并且提前半年支付定金，才能购车。

同样的情况，在畅销豪华车型中较为普遍。 总结一下，销售业务，对行业景气度

周期的反映大于整车厂、汽车零部件厂商。 

 

售后保养、汽车金融业务——虽然仅占收入比重 10%-15%，却贡献了汽车经销商

50%的利润。这一块业务，不仅利润率较高，并且客户粘性更强。 

注意，这块业务，才是汽车经销赛道提高回报和增长的关键。 

 

此处，我们引入“零整比”这个概念。零整比指汽车配件价格之和与整车销售价格的

比值，零整比越高，意味着消费者在后期要支付更高的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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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豪车及中高端车零整比  来源：中泰证券 

 

根据统计，豪华汽车的零整比是中高端车的 2-3倍，其中奔驰 GLC高达 600%

以上，说明维修的零部件昂贵，所以豪车 4S店的售后维修维修利润更高。此

外，豪车消费者对价格敏感度较低，售后维护的粘性更高。此处，从 4S店的单

店售后收入对比也能看出，豪华车单个 4S店收入大约在 0.35亿元，主流合资品

牌为 0.17亿元，自主品牌 0.05亿元。  

 

图：单店售后服务收入 

来源：中泰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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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CMR 的一项调查，超过 80%的超豪华、豪华及中档市场品牌汽车车主会

向其他人推荐其惠顾的 4S 经销店，主要是因为 4S 经销店提供优质的销售及售

后服务。相比新车销售市场，美国汽车维修市场的集中度更高，CR4占比达到

30%。而我国竞争仍十分分散，其中规模较大的途虎养车还未上市。 

 

（捌） 

  

接下来，我们通过现有的经营数据，重点来对比一下：当前，各家龙头的竞争优

势分别在什么地方，以及，未来谁更有可能成为市占率更高的龙头。 

  

1）新车业务中豪车占比 

 

图：核心代理品牌 

来源：塔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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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理核心品牌来看，和谐汽车豪车占比较高，其中 78%为宝马系列；其次是，

美东汽车豪华车以宝马、保时捷、雷克萨斯为主，占比分布较均衡；永达汽车代

理品牌以宝马为主，其余代理品牌较多占比低。 

  

2）坪效 

汽车经销商的经营模式与零售药房相似，通过开设门店获取客源。此处，我们对

比各家单个 4S店带动营收作为“坪效”指标。 

  

 

图：坪效 

来源：塔坚研究 

  

从坪效视角来看，中升控股＞美东汽车＞永达汽车。中升控股坪效明显大于同行，

一方面是奔驰、丰田占比高，奔驰 2016 年进入强产品周期后，中升控股新车销

售业务的毛利率和贡献的利润均大幅提升。平均每店销量上，广汇、永达、中升

以及和谐分别为 1066辆、811辆、1267辆、456辆，中升单店销量靠前。 

  

3)售后业务占比 

  

------------------------------------------------------------

http://ipoipo.cn/


优塾——发布于 2020年 7月 6日                            财务分析和财务建模领域专业研究机构 

 

图：可比经销商售后占比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售后服务业务保持着高利润率，但内部分化严重，豪华品牌经销商的利润率较高，

中升控股、永达汽车、美东汽车的售后毛利率都在 45%以上，而经销品牌偏中低

端的广汇汽车毛利率较低，仅有 36%。 

  

4）扩张策略。 

经销商主流的扩张方式为申请汽车厂商授权自建 4S店，和兼并收购其他网点。 

  

 

图：可比经销商单店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相比其他头部经销商，永达并购扩张的动作更为迅速。值得注意的是，从 2019年

来看，各家的扩张步伐下滑，主要在存量市场下整合资源及扩张豪车业务。广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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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前期扩张迅猛，但由于品牌布局杂，2019年年关闭 19家经营不善的 4S店，

包括上汽MG、上汽荣威、通用雪佛兰等。 

  

几个指标综合起来看，成长属性较好的是中升控股、永达汽车；从盈利质量来看，

中升控股、美东汽车在豪车品牌布局、单店汽车销量、单店营收等经营层面表现

较好。 

  

表现一般的是和谐汽车，虽然豪车占比 100%，但品牌布局单一、经营效率（单

店营收、单店汽车销量）上没有优势，表现较差的是广汇汽车，前期无序扩张导

致近两年关闭大量经营不善 4S店。 

  

（玖） 

 

好，行业增长驱动力看完后，我们再继续深入，梳理一下这条产业链图谱。 

 

图：豪华车产业链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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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我们重点关注下游汽车经销商板块，由于上游、中游的汽车零部件、整

车厂较多，只选取几家代表公司，因此数据上我们不做重点分析。 

  

近五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复合增速如下： 

 

图：代表公司历史和未来收入、净利润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汽车经销商收入同比增速差异较大，代表公司中：中升控股、永达汽车、广汇汽

车、美东汽车近五年增长情况较好。表现差的有正通汽车、陈唱国际、ST 庞大。

浩物股份 2019 年国企资产重组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至上市公司内导致收入波

动较大。 

  

接下来，再来看几家代表公司一致预测未来增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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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代表公司未来收入、净利润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美东汽车——历史及预测增速较高，是由于其扩张方式采取了单城单店的策略。

其 69%的 4S店位于三四线城市，25%位于二线城市，避免了与其他经销商在一

线城市的直接竞争，并且一个三四线城市只建立一家 4S 店，以挖掘低线城市的

消费升级潜力。 

  

中升控股、永达汽车两家预测增速差异不大，整体增速高于乘用车行业平均销量

增速，主要原因是受益于奔驰、宝马、奥迪三大主流豪华品牌渗透率提升。 

  

广汇汽车——由于代理品牌多，其增速基本与乘用车行业增速一致。 

  

（拾） 

 

分析完产业链上下游的情况，我们再来看汽车经销商中代表公司回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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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回报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从回报层面来看，表现好的有美东股份、中升控股，其次是永达汽车。 

  

根据上文分析，汽车经销商承担的是整个汽车产业链“去库存”的作用。因此，当经

销商代理的车畅销时，在财报上的结果就是：利润率、存货周转率双高；当代理

的车滞销时，结果就是：利润率、存货周转率双降。 

  

接下来，我们再来对比几家经销商的利润率水平和周转效率： 

 

图：经营数据 

来源：塔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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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财务费用率来看，ST庞大、正通汽车的费用较高，如果遇到融资环境紧

张时期，再加上汽车滞销的话，会导致企业面临现金周转压力。ST庞大集受信用

事件影响导致各方面费用率显著增加。 

 

 

图：周转率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整体来看，美东汽车的存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都比同行业高，其次是中升控股、

永达汽车和和谐汽车。而存货周转效率差的有 ST庞大、正通汽车、广汇汽车。说

明此类企业存在库存过高且车型陈旧的经营风险。此外，经销商对下游一般采用

先进结算，所以不进行特殊分析。 

 

整车厂将全部库存周转压力转嫁给了汽车经销商，经销商的新车销售业务本质，

即是汽车流通环节上的“去库存”作用。所以，营运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从营业

周期来看，美东汽车、中升控股营业周期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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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资产负债及单位效益情况 

来源：塔坚研究 

  

（拾壹） 

 

接下来，从风险指标来看，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以上，为本行业报告部分内容。近期我们新开辟了基金笔记、宏观笔记、行业笔记

三个研究系列。如需获取全部行业笔记、基金笔记、宏观笔记、建模笔记，请扫描

下方二维码订阅专业版报告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有厚积薄发的硬核分析，才

能在关键时刻洞见未来。 

 

扫码阅读优塾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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