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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批发环比+15%，芯片改善幅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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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3 日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行业整体概览：芯片短缺负面影响逐步缓解，9 月产批表现超我们预期。
乘联会口径：狭义乘用车产量实现 172.1 万辆（同比-14.8%，环比
+16.1%）
，批发销量实现 173.7 万辆（同比-16.1%，环比+15.0%）
，零售
销量实现 158.2 万辆（同比-17.3%，环比+9.1%）。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
量实现 34.7 万辆（同比+184.0%，环比+13.9%）
，批发销量实现 35.5 万
辆（同比+184.4%，
环比+14.7%）
，
零售销量实现 33.4 万辆（同比+202.1%，
环比+33.2%）；传统燃油车产量实现 137.4 万辆（同比-27.7%，环比
+14.2%）
，批发销量 138.2 万辆（同比-28.4%，环比+15.0%）
，零售销量
124.8 万辆（同比-30.8%，环比+3.91%）
。行业端芯片短缺影响逐步缓解，
9 月行业产批零环比上行明显。展望 2021 年 10 月：芯片短缺情况进一
步改善叠加去年基数较高的双重因素作用，我们预计行业整体产批同比
去年-5%~-8%，新能源批发预计 35~38 万辆。

证券分析师

研究助理

 车企层面产销：主流车企产批环比恢复明显，自主表现较好。同比来看
（不考虑特斯拉及新势力的低基数高增长），比亚迪汽车批发同比表现
最好，同比+86.32%；上汽乘用车+长安福特表现较好，批发销量分别同
比+34.19%/+15.72%。一汽大众表现最差，批发销量同比-53.10%，日系
品牌整体表现均较差。环比来看，主流车企产批环比均呈现上升趋势，
一汽系合资品牌（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以及理想汽车产批环比走差，
蔚来汽车+广汽本田表现最好。自主品牌整体同环比表现领先合资品牌，
比亚迪整体同环比表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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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新能源汽车批发渗透率环比持续上涨，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零售渗透
率最高。9 月新能源车国内批发渗透率 20.4%，环比+0.3pct，新能源化
转型步伐继续加快。9 月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36.1%，环比
+1.1pct，渗透率持续提升；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批发渗透率 29.2%，环
比+19.2pct；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批发渗透率为 3.5%，环比
+0.7pct，处于缓慢提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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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1、《汽车行业周报：9 月前四周
累计批发环比-1%，看好自主崛
起》2021-10-10
2、
《汽车行业月报：新势力跟踪
之 9 月销量点评：5 家主流新势
力合计交付环比+19%，蔚来/小
鹏交付破万》2021-10-03
3、
《汽车行业周报：９月前三周
累计批发环比+8%，看好自主崛
起》2021-09-26

 投资建议：坚定看好汽车板块！超配！正酝酿新一轮行情！ 因宏观经
济数据而担忧汽车未来需求+成本上行而担忧汽车产业链的盈利带来的
短期对汽车担忧已经回调充分！
“电动化+混动化+智能化“带来自主品
牌市占率持续提升是汽车板块投资最核心变量，依然成立。围绕自主崛
起主线超配汽车板块！整车标的（可组合配置）：长城汽车+比亚迪+吉
利汽车+广汽集团+长安汽车+上汽集团。零部件标的：德赛西威+华阳集
团+福耀玻璃+拓普集团+中国汽研+爱柯迪+华域汽车。
 风险提示：下游需求复苏低于预期，乘用车价格战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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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整体概览：9 月批发环比+15%，超我们预期
芯片短缺负面影响逐步缓解，9 月产批表现超预期增长。乘联会口径：狭义乘用车
产量实现 172.1 万辆
（同比-14.8%，
环比+16.1%），
批发销量实现 173.7 万辆（同比-16.1%，
环比+15.0%）
，零售销量实现 158.2 万辆（同比-17.3%，环比+9.1%）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产量实现 34.7 万辆
（同比+184.0%，
环比+13.9%）
，批发销量实现 35.5 万辆（同比+184.4%，
环比+14.7%）
，零售销量实现 33.4 万辆（同比+202.1%，环比+33.2%）
；传统燃油车产量
实现 137.4 万辆（同比-27.7%，环比+14.2%）
，批发销量 138.2 万辆（同比-28.4%，环比
+15.0%）
，零售销量 124.8 万辆（同比-30.8%，环比+3.91%）。行业端芯片短缺影响逐步
缓解，9 月行业产批零环比上行明显。展望 2021 年 10 月：芯片短缺情况进一步改善叠
加去年基数较高的双重因素作用，我们预计行业整体产批同比去年-5%~-8%，新能源批
发预计 35~38 万辆。
图 1：2021 年 9 月狭义乘用车产量同比-14.8%（万辆）

图 2：2021 年 9 月狭义乘用车批发同比-16.1%（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3： 2021 年 9 月燃油车批发量同比-28.4%（万辆）

图 4：2021 年 9 月新能源车批发同比+184.4%（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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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021 年 9 月乘用车企业库存-1.6 万辆

图 6：2021 年 9 月企业累计库存为-86 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9 月新能源汽车批发渗透率环比持续上涨，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最高。9
月新能源车国内批发渗透率 20.4%，环比+0.3pct，新能源化转型步伐继续加快。9 月自
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36.1%，环比+1.1pct，渗透率持续提升；豪华车中的新能源
车批发渗透率 29.2%，环比+19.2pct；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批发渗透率为 3.5%，
环比+0.7pct，处于缓慢提升态势。
图 7：新能源车 8 月批发渗透率为 20.11%

图 8：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对比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2. 车企层面产销：主流车企产批环比恢复明显，自主表现较好
根据乘联会以及公司产销数据统计：主流车企产批环比恢复明显，自主表现较好。
同比来看（不考虑特斯拉及新势力的低基数高增长）
，比亚迪汽车批发同比表现最好，
同比+86.32%；上汽乘用车+长安福特表现较好，批发销量分别同比+34.19%/+15.72%。
一汽大众表现最差，批发销量同比-53.10%，日系品牌整体表现均较差。环比来看，主流
车企产批环比均呈现上升趋势，一汽系合资品牌（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以及理想汽车
产批环比走差，蔚来汽车+广汽本田表现最好。自主品牌整体同环比表现领先合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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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整体同环比表现最好。
图 9：9 月重点车企产销数据跟踪情况/万辆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10：2021 年 9 月狭义乘用车批发销量前十（万辆）

图 11：2021 年 9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乘联会，东吴证券研究所

3. 投资建议：
坚定看好汽车板块！超配！正酝酿新一轮行情！ 因宏观经济数据而担忧汽车未来
需求+成本上行而担忧汽车产业链的盈利带来的短期对汽车担忧已经回调充分！
“电动化
+混动化+智能化“带来自主品牌市占率持续提升是汽车板块投资最核心变量，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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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自主崛起主线超配汽车板块！整车标的（可组合配置）：长城汽车+比亚迪+吉利汽
车+广汽集团+长安汽车+上汽集团。零部件标的：德赛西威+华阳集团+福耀玻璃+拓普
集团+中国汽研+爱柯迪+华域汽车。

4. 风险提示：
下游需求复苏低于预期，乘用车价格战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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