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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信用风险高于市场信用风险平均水平

汽车制造商的风险状况高于惠誉博华全行业信用状况的平均水平，其风险状况反映了汽车制造行业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性与宏观经济发展和社会趋势的相关性，以及受到众多监管规定限
制的特征。此外，还面临定价压力和复杂供应链以及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作为社会消费品主要构成商品的汽车销售不振，销量增速出现下滑，2018-2020年更是呈现连续负增长。

2018年以来世界汽车销量陷入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以来发生逆转，同比回升27%；2021年上半年中国汽车销量占世界销量比例33%，对世界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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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周期性强，不同产品生命周期也不尽相同

汽车制造业具有消费品行业的特征，汽车制造商经常需持续投资以确保产品保持吸引力，并经常推陈出新。乘用车和商用车通常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各类不同的乘用车产品生命周期也不尽相
同。不同的产品周期加剧了该行业的固有周期性。

2020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9.4 万辆和2,017.8 万辆，同比下降6.5%和6.0%；分车型来看，SUV2020年销量944.25万辆，首度超过轿车年度销量。按车系国别销量，近年来德、日系车企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自主品牌2021年度市场份额有所回升。

商用车方面，2020年受商用车排放升级、国III柴油车淘汰、支线治超加严等政策作用，叠加新老基建投资快速增长等因素，2020年商用车销量增速为19%，远高于乘用车，为近年来首度先于
乘用车市场复苏。但由于2020年重卡的高速增长可能透支部分2021年置换需求，且疫情反复减弱客车运输需求，叠加新能源客车补贴逐步退坡，商用车2021年销量难创佳绩。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乘用车及商用车销量及增速

商用车销量 乘用车销量

乘用车增速（右轴） 商用车增速（右轴）

汽车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中汽协，惠誉博华整理

万辆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国乘用车市场各国别市场份额变化

自主 日系 德系 美系 韩系 其他

资料来源：乘联会，惠誉博华整理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2020-2021年7月商用车销量及增速

卡车 客车

卡车同比增速（右轴） 客车同比增速（右轴）

万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商用车专业委员会，惠誉博华整理



4

行业格局面临重大转型与重塑

随着整体技术环境的快速变化，汽车制造商受到了动力系统转向新型能源的加速改变，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研究步伐加快的影响。与此同时，新
的移动概念正在出现，汽车的使用和形象也在不断演变。车辆共享和网络约车服务正在重新定义人们如何看待和使用汽车，领先的设备制造商
正在逐渐从传统的汽车主机厂商向综合的运输服务提供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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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乘联会公布的新四化指数可以看
出，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向好，
2020年下半年开始电动化指数快速
提升。

智能化目前中国仍处于增长初期，
Level1自动驾驶基本成熟，上市装
备基本均已搭载，2020年智能化指
数小幅上扬。 2021年7月智能化指
数为51.2，与6月相比出现了小幅下
滑，主要是受到中/高端车销量市场
下降的拖累，预计后续芯片供给与
消费表现仍将影响智能化指数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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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工商企业信用分析框架

运营
环境

管理战
略与企
业治理

业务状
况

财务
状况

盈利
能力

财务
结构

财务灵
活性

四个“行业
特定关键因

素”

潜在独立信用状况
（SCP）

发行人主体
潜在信用质量

政府相关企业信用分
析框架（GRE）

母子公司关联性信用分
析框架（PSL）

惠誉博华工商企业信用分析框架反映了相关
行业下的主体潜在信用质量和具体驱动因素。

运营环境、管理战略与企业治理、业务状况
及财务状况整体构成了发行人的潜在独立信
用状况（SCP）。

政府相关企业信用分析框架以及母子公司关
联性信用分析框架则反映了相关主体获得的
外部支持情况。

独立信用状况、外部支持以及其他非对称信
用考量要素整体构成了发行人主体潜在信用
质量评估框架。

信用分析
框架

工商企业信用分析框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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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工商企业独立信用状况分析框架_汽车制造业

业务状况

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

四个“行业特定
关键因素”

财务结构

财务灵活性

盈利能力：营运现金流收入比、EBIT利润率、
自由现金流收入比、利润波动性、现金流可预
测性；

财务结构：营运现金流（FFO）总杠杆、运营
现金流净杠杆、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债务比；

财务灵活性：财务纪律、流动性、运营现金流
利息保障能力、债务保障倍数。

潜在独立信用状况
（SCP）

竞争地位：产品定位、整体规模；

品牌定位：品牌价值、市场份额；

多元化：产品范围、地域多元化、生产多元化；

成本结构：产能利用率、潜在协同效应。

汽车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从行业风险状况、运营环境、企业
内部管理与治理等角度分析公司所
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并评估其对经营
的影响。

业务状况：从竞争地位、品牌定位、
多元化和成本结构等多方面对汽车
制造业经营风险作出评价。

财务状况：惠誉博华对中国工商企
业的财务评价选取一致的总体评价
维度，即盈利能力、财务结构、财
务灵活性，但各总体评价维度内的
细分指标则因行业特性不同而有所
差异。

潜在独立信用状况：在不考虑股东
与政府等外部支持的前提下，结合
对内外部环境、经营风险、财务风
险的判断，综合得出企业自身的独
立信用状况。

注：本文汽车制造业主要为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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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业信用状况概览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上汽集团
东风集团

样本企业

潜在独立
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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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强

很强

较强

良好

一般

较弱

惠誉博华选取15家已发债或已上市整车样本企业，利用公开披露数据，应用惠誉博华工商企业信用分析框架对样本企业进行分析。样本企业2020年合计市场占有率超过90%，具有代表性。

分析结果表明，头部企业自身具备良好的信用水平，主要体现在其强劲的业务状况以及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结构。同时部分大型汽车制造商获得了其所在政府的有力支持。

如下图结果显示，本次覆盖的15家样本公司，潜在独立信用状况在“较强”及以上的有9家，主体潜在信用质量在“较强”及以上的共计12家，主要由于选取样本多为销量及市场占用率靠
前的公司，其中7家为国有企业。我们预计随着分析样本数量的增加，“良好”及以下分类的公司数量将显著增加。

样本企业

潜在主
体信用
质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极强

很强

较强

良好

一般

较弱

注：本次结果截至报告发布日惠誉博华内部研究分析，不构成评级行动，惠誉博华会持续关注样本企业的业务发展及公开数据披露情
况，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变化，相关内部分析结果可能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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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制造商处于产业链顶端，兼有豪华和大型主流品牌
的均衡产品组合的大型制造商竞争地位更强

竞争地位：惠誉博华评估企业的整体规模和相对规模及其产品定位，特别是其品牌是面向高端还是大众市场。

竞争地位分为产品定位以及整体规模两个子因素：1）产品定位：评估汽车制造商产品组合的市场地位，如是否拥有多个市场主流品
牌的均衡产品组合，或仅是中小型制造商，利润来自于少数车型。2）整体规模：关注因销量产生的规模效应而带来的竞争优势。

竞争地位潜在信用分布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以市场指导价为基础统计），惠誉博华整理

从样本企业产品定位来看，上汽集团、一汽集
团、东风集团等拥有多个大型主流品牌，产品
分布较为均衡，具有较强的竞争地位。

从整体规模来看，大型汽车集团如上汽集团、
一汽集团等由于旗下乘用车品牌及商用车品牌
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销量遥遥领先；而
仅涉及商用车领域的商用车企业以及以新能源
汽车为主的汽车制造商则因市场容量等原因，
规模普遍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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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各公司公告，惠誉博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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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与市场份额均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将获得较高的品牌定位

品牌定位：惠誉博华关注汽车制造商在主要市场的市场份额及其品牌价值和认知度。这些因素需要结合在一起综合评估，因为不断
增加的市场份额也可能是销售折扣增加的结果，而这最终将会侵蚀品牌价值。

品牌定位分为品牌价值以及市场份额两个子因素：1）品牌价值：评估汽车制造商品牌价值与知名度，多数大型汽车制造商已实现上
市，拥有较强的品牌价值和知名度。2）市场份额：关注汽车制造商的市场排名情况。

品牌定位潜在信用分布

样本企业品牌价值与市场份额基本具备正相关
性。大型汽车制造商具有较高的品牌价值以及
市场占有率。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长期来看，
注重研发，向“新四化”领域快速发展的汽车
制造商竞争优势明显。部分新能源汽车市场表
现较好的样本企业，即使其整体市占率不具备
竞争优势，但由于其较高的品牌价值和认可度，
品牌定位综合得分仍将名列前茅。

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2021年中国500强品牌排行榜，上汽、中国一汽、北汽集团、比亚迪等10家样本企业核心品牌上榜。

样本公司或旗下品牌子公司均已在A股/H股实现上市。截至2021年9月23日，上汽集团、广汽集团、比亚迪、长安汽车、吉利汽车、
长城汽车6家上市公司市值超千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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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下的多元化将有力地提高企业抵御行业固有的周期性
和波动性影响的能力

多元化：惠誉博华考察企业通过不同视角下的多元化，降低行业固有的明显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影响的能力。由于消费者模式的变化
和新车型的潜在失利，产品仅仅集中在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是一个显性风险。

多元化分为产品范围、地域及生产多元化三个子因素。丰富的产品范围，广泛地域的销售网络以及多元化的生产布局有利于企业抵
御来自上下游产业链波动的风险，以保持企业营收和现金流的稳定性。

多元化潜在信用分布

由于不同品牌和产品所处的周期不同，更多元
的产品和品牌有助于企业抵抗来自某一终端市
场的销量下降。

覆盖多个区域的生产网络，可有效满足企业的
生产需求，避免因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因素导致
生产中断。

覆盖更多地域的销售网络使得汽车制造商最大
程度维系与消费者的联系以及售后服务。

样本企业中，上汽集团、一汽集团等五家大型
汽车制造商由于其产品谱系完整，销售网络覆
盖极广，且具备多个生产基地，获得极强的
“多元化”因素得分。

销售网络
及销售覆盖区域等

乘用车种类、商用车种类、新
能源车种类等

区域生产集中度
及销售生产错配
情况等

多元化

产品范围

生产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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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产能利用率、灵活的成本结构以及显著的潜在协同效
应将使汽车制造商获得较强的成本竞争优势

成本结构：惠誉博华关注汽车制造商的产能利用率，以及其在内部或通过外部联盟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衡量汽车制造商成本结构
的灵活性。

自主品牌销售不佳或新能源领域生产仍处于爬坡阶段，对汽车制造商成本结构构成压力。

成本结构潜在信用分布

根据乘联会以及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国内乘用车企业共122家，总产能为4153.2万辆，整体产能利用率为
48.45%；在建产能988万辆，大部分为新能源车型。

资料来源：乘联会，惠誉博华整理

为全球2020年汽车产能利用率

自研自产：如一汽、上汽、长城、
比亚迪、东风等自主研发发动机等
核心零部件；比亚迪动力电池-新
能源车上下游全产业链系统

合资或入股：如上汽等+

宁德时代

合作及代工：如蔚来+江淮模式

汽车制造商

主要资源整合模式 样本企业中，合资品牌销量较好以及头部客车
制造商的综合产能利用率较高，自主品牌销量
下滑以及投产新能源汽车领域短期内成为成本
结构的拖累项。

随着“新四化”的推进，汽车行业格局面临重
大转型与重塑，智能化将促使汽车制造商加大
传统汽车制造与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电动化
将重构车企的产业链，潜在协同效应已由传统
模式下的自研自产转变为多种资源整合模式，
如上汽等与宁德时代的合资模式，以及蔚来+江
淮代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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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汽车制造商盈利能力明显优于中小型制造商，研发费用持续高企将制约部分
车企盈利水平

盈利能力关键信用指标的分析侧重于汽车制造商的核心运营能力。

盈利能力常用衡量指标包括：营运现金流（FFO）收入比、EBIT利润率、自由现金流收入比、利润波动性、现金流可预测性、运营现
金流利息保障能力等。

汽车市场自2018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2019
年面临中美经贸摩擦、新能源补贴退坡、环保
标准转换以及整车企业转型升级、竞争加剧等
因素影响，2020年行业虽然受到新冠疫情冲击
影响，但由于下半年宏观经济回暖以及消费刺
激政策加持等因素，汽车行业销量降幅收窄。
上述因素共同导致汽车制造企业近年年营收及
成本规模效应降低，同时研发支出高企，行业
盈利能力未来或将整体下滑。

样本企业的EBIT利润率均值差异较大，大型企
业制造商的EBIT利润率明显好于中小型制造商，
样本企业EBIT利润率三年均值中位数为5.4%。

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的快速发展将促使汽车制
造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加速转型步伐。
2018年-2020年，样本企业中新能源及智能机
驾驶领域积极布局的制造商，如比亚迪、宇通
集团、长安汽车、吉利集团等研发费用高企，
有利于其长期保持竞争优势。但对于中小车企
来讲，如研发投入较高但销量有限，或将对其
盈利能力以及长期潜在信用质量造成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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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盈利能力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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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企业投资时点和规模差异显著，对财务杠杆以及流动性具有明显扰动

财务结构及财务灵活性关键信用指标的分析关注企业的杠杆情况和流动性。

常用衡量指标包括：FFO总杠杆、FFO净杠杆、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债务比、流动性比率等

样本企业扣除资本支出的经营活动净
现金流与总债务同向比较差异很大，
且同一公司该指标历年也存在较大差
异，说明各公司投资时点和规模各不
相同。随着“新四化”发展趋势明朗，
相关投资如火如荼，预计未来汽车制
造商将继续致力于投资新能源汽车和
其他新技术，整个行业的资本支出将
高居不下，企业财务杠杆难以明显下
降。

同时，汽车制造商在进行新能源汽车
相关的研发投入和产能扩张时面临的
庞大的资本支出，将在中短期内侵蚀
车企的盈利能力及营运现金流，对部
分杠杆高企的车企潜在信用质量造成
一定压力。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财务结构及灵活性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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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政府相关企业支持分析框架
下汽车制造行业的应用

在对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进行评价时，惠誉博华常见的支持
分析框架为政府（政府支持）和股东（股东支持）；

惠誉博华政府支持分析框架分为关联性强度和支持动机两个部
分：

关联性强度通常关注政府持股和控制以及以往和预期支持两个
方向。

支持动机则分为政府相关企业违约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以及
政府相关企业违约造成的融资影响两部分。部分企业即使发生
违约，也可能会继续运营，有时相关政府会寻找替代公司保证
相关公共服务可以提供，有时则会积极避免违约，确保其生存。

样本企业中，政府相关企业占比较大。惠誉博华认为，大型汽
车制造商由于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就业以及产业链发展的重
要影响，通常对于地方/中央政府具有较强的系统重要性。但如
汽车制造商在行业内竞争实力较弱，财务杠杆较高，则可能削
弱其对政府的潜在重要性，导致获得的相关支持较为有限。

政府相关企业信用分析框架
（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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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样本企业名称及简称

序号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2020年（亿元）

总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
净现金流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 9,194.1 7,421.3 291.9 375.2 

2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集团 4,889.4 6,974.2 334.7 14.1 

3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 3,167.0 1,110.4 106.0 33.5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集团 1,428.1 631.6 60.5 -28.9 

5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集团 4,489.2 2,901.0 92.2 252.7 

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 1,209.2 845.7 32.9 106.8 

7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集团 4,854.0 3,256.2 131.9 347.2 

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2,010.2 1,566.0 60.1 453.9 

9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宇通集团 513.1 255.4 25.9 47.3 

1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 1,540.1 1,033.1 53.6 51.8 

11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龙汽车 237.2 139.6 0.6 1.7 

12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汽车 421.2 429.1 2.5 -13.3 

13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 104.9 44.1 0.2 2.9 

14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亚星客车 41.7 18.8 -1.6 4.1 

15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海马汽车 92.1 14.5 -12.8 1.1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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