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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板块下跌 1.27%；汽车零部件板块下跌 0.91%；汽车经销服务板块下
跌 0.60%。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玲珑轮胎、北汽蓝谷、赛轮轮胎、拓普集团、雪龙
集团；跌幅居前的有富临精工、华谊集团、小康股份、C 中捷、海马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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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亚迪 9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70022 辆，同环比增长 276.40%/15.72%；
2）广汽埃安 9 月销量 1.36 辆，同环比增长 95.97%/16.89%；3）长安汽车 9
月销量 18.83 万辆，同比下降 8.41%，环比增长 14.00%；4）*ST 众泰：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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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广汽、长安及比亚迪公布的产销数据环比实现较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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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报

定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5）恩捷股份三季报预告：前三

和后，汽车芯片供应终将改善，行业产销复苏终将到来，建议耐心等待行业
[Table_Doc]
相关研究报告

复苏预期兑现后的投资机会。新能源汽车方面，9 月比亚迪、广汽埃安及主
流造车新势力的销量表现依然强势，行业高景气度持续，我们预计，今年国
内及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继续快速增长，沿着全球化供应链主线，我们看
好：1）国内进入并绑定大众等国际车企以及造车新势力、强势自主品牌供应
链的公司，如拓普集团（601689）、旭升股份（603305）、三花智控（00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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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300750）
、华域汽车（600741）、中鼎股份（000887）
、银轮股份
（002126）
、文灿股份（603348）
；2）进入 LG 化学、宁德时代等电池厂商
供应链的企业，如先导智能（300450）、璞泰来（603659）、恩捷股份（002812）
。
此外，我们看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实现技术提升并脱颖而出的自主车企，
如比亚迪（002594）、宇通客车（600066）
。
智能汽车方面，当前科技巨头与车企的合作持续推进，未来我国智能电动汽
车市场将呈现多元竞争格局，随着后续国内智能汽车供给明显增多（比如
AION V PLUS 及小鹏 P5 等），产业发展显现加快态势，建议关注两条主线：
1）华为汽车产业链主题性机会，如长安汽车（000625）、广汽集团（601238）
及北汽蓝谷（600733）等；2）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的
需求将持续增加，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将持续提升，建议关注德赛西威
（002920）
、星宇股份（601799）
、科博达（603786）、保隆科技（603197）、
拓普集团（601689）
。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芯片短缺风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国内及国际车企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推广低于预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2 of 10

汽车行业周报

目

录

1.上周行业走势回顾 .......................................................................................................................................................5
2.行业重要信息 ...............................................................................................................................................................6
3.公司重要信息 ...............................................................................................................................................................7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8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3 of 10

汽车行业周报

图 目 录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9.27-10.08） ............................................................................................................5
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9.27-10.08） ................................................................................................5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9.27-10.08） ................................................................................................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4 of 10

汽车行业周报

1.上周行业走势回顾
节前四个交易日加上节后首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1.95%，汽车及零部件板块
下跌 0.80%，跑输大盘 2.75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板块下跌 0.64%；商用车
板块下跌 1.27%；汽车零部件板块下跌 0.91%；汽车经销服务板块下跌 0.60%。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玲珑轮胎（24.90%）
、北汽蓝谷（24.41%）、赛轮轮胎
（22.92%）、拓普集团（14.84%）
、雪龙集团（14.05%）；跌幅居前的有富临精
工（-17.57%）
、华谊集团（-15.09%）
、小康股份（-14.35%）
、C 中捷（-14.18%）
、
海马汽车（-13.16%）。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9.2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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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9.27-10.08）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9.2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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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广东：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在运输装备中的应用。近日，广东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交通运输是碳排放规
模较大的重要领域之一，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既是落实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广东是全国工业
第一大省、创新第一强省，工业生产多项指标高居全国首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
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在推动交通运输装备更新升级、实现燃油效率提升、加
强新能源替代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推动绿色交通发展，规划主要从两方面着
手，一是大力发展绿色交通运输方式，二是优化交通运输方式结构。规划提出，
要制定交通运输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在运输装备中的应
用，推动氢能源公交、氢能源轨道交通和电动汽车、LNG 动力船舶发展，加快
LNG 动力船舶应用及内河 LNG 加注站布局建设。（来源：电车汇）
2、北京发布《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9 月 29
日，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安全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细致彻底地开展自查自纠；委员会也
会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采取突击检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回头检查等多种方
式，深入开展督查检查。（来源：电车汇）
3、特斯拉：目标到 2030 年实现年销量 2000 万辆。10 月 8 日，特斯拉举行年度
股东大会，会上提出，目标是到 2030 年实现年销量 2000 万辆，全球员工人数超
过 10 万人。数据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特斯拉已累计交付新车 62.7 万辆，同
比增长 97%。特斯拉 2021 年第三季度交付数据显示，三季度，特斯拉产量达到
23.78 万辆，同比增长 64%，高于市场预期的 22.37 万辆。汽车交付量超过 24 万
辆，同比增长 73%。股东大会上，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有信心能保持至少 50%
的交付量增长率，由于供应链的成本压力，不得不暂时提价，希望芯片短缺“将
很快缓解”。特斯拉就对外授权其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持开放态度，到 2023 年，
Model Y 可能会成为全球最畅销的汽车，将在 2023 年生产半敞篷跑车，特斯拉
Cybertruck 电动皮卡可能于 2022 年投产，并于 2023 年实现量产。（来源：电车
汇）
4、鸿海科技集团拟在美国布局电动汽车项目。10 月 1 日，鸿海科技集团（简称
“鸿海”）宣布与商用电动轻型卡车供应商 Lordstown Motors 签署合作协议，将
在俄亥俄州生产和组装工厂共同开展电动车合作项目。该份协议包含两项投资，
包括鸿海以 2.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4.82 亿元）收购 Lordstown 位于俄亥俄州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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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厂房与设备，以及以每股 6.89 美元（约合人民币 44.41 亿元）认购 Lordstown
约 5000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22 亿元）的普通股，为其代工制造 Endurance 全
尺寸皮卡车型，并为另一家新创车商 Fisker 代工生产电动车。（来源：电车汇）
5、持续热销，零跑/理想/蔚来/小鹏 9 月交付 4095/7094/10628/10412 台。零跑
汽车 9 月总交付量达到 4095 台，同比增长 432%。总订单量为 8754 台，环比增长
15%，2021 年累计订单量 44416 台。其中零跑 T03 的 9 月订单量达 7541 台。9 月
理想汽车交付 7094 辆理想 ONE，同比增长 102.5%。2021 年第三季度，理想汽车
累计交付 25116 辆，同比增长 190%。整个 2021 年前三季度，理想汽车总交付量
达 55270 辆。自交付以来，理想 ONE 目前累计交付量已达 88867 辆。蔚来 9 月共
交付 10628 辆，连续 6 个季度正增长，同比增长 125.7%；三季度，蔚来累计交付
新车 24439 台，同比增长 100.2%，创季度交付数新高，连续 6 个季度正增长，超
Q3 交付指引。2021 年蔚来已累计交付 66395 台。小鹏 9 月总交付量为 10412 台，
成为新造车势力中第一家月总交付过万的企业。其中 P7 交付 7512 台，累计交付
量超过 5 万台，7-9 月累计交付量 25666 台，单季度交付量接近 2020 年全年的交
付量。另外，今年前九个月累计交付量 56,404 台，超过 2020 年全年交付量 2
倍。（来源：电车汇）

3.公司重要信息
1、比亚迪 9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70022 辆，同环比增长 276.40%/15.72%。10 月
8 日，公司公布了最新月销量成绩：9 月公司共销售了 80114 辆汽车，其中新能源
乘用车为 70022 辆，同比增长 276.40%，环比增长 15.72%。其中，DM 车型的销量
为 33716 辆，同环比增长 427.55%/11.92%，EV 车型的销量为 36306 辆，同环比增
长 197.30%/19.50%。（来源：公司公告）
2、广汽埃安 9 月销量 1.36 辆，同环比增长 95.97%/16.89%。10 月 8 日晚，广汽
集团披露了 9 月产销快报。数据显示，9 月汽车产量为 16.12 万辆，同比下降
28.12%，1-9 月累计产量为 144.37 万辆，同比增长 3.85%；9 月汽车销量为 16.43
万辆，同比下降 24.63%，1-9 月累计销量为 149.4 万辆，同比增长 6.15%，整体
仍受到缺芯的影响较大。其中，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 9 月销量为 1.36 万辆，同环
比增长 95.97%/16.89%；1-9 月累计销量为 7.87 万辆，同比增长 104.01%。（来
源：公司公告）
3、长安汽车 9 月销量 18.83 万辆，同比下降 8.41%，环比增长 14.00%。10 月 8
日晚，公司发布最新月销量数据，9 月长安汽车总销量 18.83 万辆，同比下降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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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环比增长 14.00%。其中，重庆长安销量 7.18 万辆，同比下降 1.30%，环
比增长 15.01%；长安福特销量 3.21 万辆，同比增长 15.72%，环比增长 6.49%。
前 9 月公司总销量 173.22 万辆，同比增长 26.36%；自主品牌销量 135.02 万辆，
同比增长 30.55%；自主乘用车销量 92.87 万辆，同比增长 40.12%。（来源：公司
公告）
4、*ST 众泰：确定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10 月 8 日，众泰
汽车公告称，2021 年 9 月 28 日，在金华中院和永康法院的监督和见证下，重整
投资人评审委员会对意向重整投资人进行了现场评审。2021 年 9 月 30 日，根据
评审投票结果最终确定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深商”)作为公司重
整投资人，上海钛启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致博智车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公司的后顺位备选重整投资人。当日，公司及管理人与江苏
深商签署了《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款为 20 亿元，江
苏深商同日向指定账户打款 5.5 亿元作为履行保证金(前期支付的 5000 万元报名
保证金自动转入)。剩余 14.5 亿元重整投资款根据协议应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
支付。该 20 亿元的足额到账，将作为众泰汽车及管理人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
交以江苏深商为重整投资人的重整计划草案的前提。在重整投资人确定后，公司
及管理人将结合重整工作进展，加快与重整投资人、债权人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协
商沟通，快速推进重整各项工作。（来源：电车汇）
5、恩捷股份三季报预告：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17~17.90 亿元，同比增长
164.18%~178.17%。10 月 8 日早间公司披露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
季 度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东 的 净 利 润 17 亿 元-17.9 亿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长
164.18%-178.17%，基本每股收益 1.91 元-2.01 元。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 亿元-7.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8%-129.74%，基本每股收益
0.73 元-0.83 元。报告期内受益于公司湿法锂电池隔离膜产能持续提升，竞争优
势不断巩固，且公司紧抓锂电池隔离膜业务的行业发展机遇，持续开拓海内外市
场，湿法锂电池隔离膜的产量和销量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公司不断提高管理效
率，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等有效措施，助力公司报告期业绩大幅提升。
（来源：公司公告）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9 月广汽、长安及比亚迪公布的产销数据环比实现较好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行业“缺芯”最严重的时刻已过，后续在马来西亚及全球疫情持续缓和后，汽
车芯片供应终将改善，行业产销复苏终将到来，建议耐心等待行业复苏预期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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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投资机会。新能源汽车方面，9 月比亚迪、广汽埃安及主流造车新势力的销
量表现依然强势，行业高景气度持续，我们预计，今年国内及全球新能源汽车销
量将继续快速增长，沿着全球化供应链主线，我们看好：1）国内进入并绑定大
众等国际车企以及造车新势力、强势自主品牌供应链的公司，如拓普集团
（601689）
、旭升股份（603305）、三花智控（002050）、宁德时代（300750）
、
华域汽车（600741）、中鼎股份（000887）、银轮股份（002126）、文灿股份
（603348）
；2）进入 LG 化学、宁德时代等电池厂商供应链的企业，如先导智能
（300450）、璞泰来（603659）、恩捷股份（002812）。此外，我们看好在激烈
的竞争中不断实现技术提升并脱颖而出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002594）、宇通
客车（600066）
。
智能汽车方面，当前科技巨头与车企的合作持续推进，未来我国智能电动汽车市
场将呈现多元竞争格局，随着后续国内智能汽车供给明显增多（比如 AION V
PLUS 及小鹏 P5 等）
，产业发展显现加快态势，建议关注两条主线：1）华为汽
车产业链主题性机会，如长安汽车（000625）、广汽集团（601238）及北汽蓝谷
（600733）等；2）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传感器的需求将持续增加，
智 能 座 舱 的 渗 透 率 将 持 续 提 升 ， 建 议 关 注 德 赛 西 威 （ 002920 ）、 星 宇 股 份
（601799）
、科博达（603786）
、保隆科技（603197）、拓普集团（601689）
。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芯片短缺风险；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制不及预期；国
内及国际车企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推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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