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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旺季临近，回暖趋势持续 
8 月份乘用车销售数据前瞻 
销售旺季临近，库存指数回到警戒线以下 

据乘联会数据，8 月厂家日均零售量约为 5.5 万辆，同比+6%，日均批发
量约 5.4 万辆，同比+6%，零售与批发表现平稳向好。根据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数据，8 月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7.1%，环比下降 5.4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首次处于警戒线以下，作为传统淡季末尾，车市回暖迹象明显。
在经销商库存压力缓解的利好下，叠加传统销售旺季需求端的提振，市场
有望加速回暖。我们预计 8 月份产销数据有望实现近 7%的同比增速。 

 

中型 SUV 增速显著，强自主品牌延续优异表现 

SUV 市场增长基调不变，中型 SUV 增速显著，强自主品牌马太效应显著。
上汽乘用车 8 月销量为 4.1 万辆，同比+50.0%，其中荣威 RX5 贡献 2.1

万辆；广汽乘用车 8 月销售 4.0 万辆，同比+33.3%，GS4 和 GS8 分别贡
献 2.8 和 0.7 万辆；吉利汽车 8 月销量为 9.7 万辆，同比+80%。从 SUV

增量结构来看，1-7 月中型 SUV 市场领涨，同比+66.6%，增量最大；紧凑
型 SUV 增速平缓，同比+11.2%；小型 SUV 则出现萎缩，同比-5.9%，SUV

向大型高端化转变，自主高端 SUV 标杆 WEY VV7 8 月销量上扬至 0.7 万
辆，强自主品牌 SUV 不断向上突破，与合资品牌正面竞争。 

 

合资品牌分化继续，日系主力销量大增 

合资品牌洗牌加剧，产品周期决定业绩表现。日系销量继续高速扩张，根
据官网零售数据，广汽本田和东风本田 8 月零售量分别为 5.9 万辆（同比
+106%）和 7.0 万辆（同比+137%）；一汽丰田 8 月零售量为 5.8 万辆，
同比+110%。美、德系销量相对平稳，上汽通用 8 月销售 16.5 万辆，同比
+6.0%，昂科威销量近 1.9 万辆；上汽大众 8 月销售 15.2 万辆，同比+3.1%，
途观销量达 2.1 万辆；一汽大众 8 月销售 17 万辆，同比+11.1%。车企产
品周期决定竞争优势，明后年迎来新品周期的车企（一汽大众等）将加速
扩张，但合资品牌两极分化态势将继续。 

 

豪华品牌继续走强，美系豪华车崛起 

受益于消费升级和价格不断下探，豪华汽车（含进口）销量持续走强。北
京奔驰产销连续 11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一汽奥迪也止跌反弹，一线品牌
竞争激烈；美系二线豪华品牌崛起，1-7 月林肯累计销量超 2.9 万辆，累计
同比+92%；凯迪拉克 8 月销量达 1.5 万辆（同比+51%），连续 18 个月
实现两位数增长；沃尔沃 8 月国内销量达 0.96 万台，同比+26%。下半年
各大豪华品牌将继续加大车型投放力度，我们认为整个豪华车市场将继续
受益消费升级趋势实现高于行业的增长速度。 

 

回升趋势明显，推荐关注优质龙头 

乘用车销量 8 月平稳向好，车企库存压力下降，金九银十旺季实现高增长
值得期待。中型 SUV 增速领跑，优秀自主品牌延续强势表现，自主高端
SUV 不断向上突破；合资品牌继续分化，日系销量保持高增长，美系豪车
表现亮眼；建议投资者关注具备产品竞争力的优质整车厂与豪华车增长受
益标的：上汽集团（乘用车龙头，自主提升）、广汇汽车（经销商龙头，豪
华车布局完善）、广汽集团（自主、合资齐发力）。 

 

风险提示：下半年需求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汽车销量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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