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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集团 (2238 HK; 14.22 港元; 目标价: 18.5 港元)  
增长确定性高  估值修复可期  
 
广汽集团经营效率高，增长持续领先行业 
广汽集团是六大汽车集团中率先实行管理层激励的企业，同时，依托多年与丰田、本田等日系合资伙伴的深入

合作，经营管理效率高。从 2012 年到 2017 年，集团销量由 71 万辆增长至 200 万辆，年复合增速 23%；净

利润由 11 亿增长至 108 亿，年复合增速 57%，均显著超越行业。其中，自主品牌传祺由 2012 年的 3 万辆快

速增长至 2017 年的 51 万辆，并实现大幅盈利，可谓创造了自主品牌的广汽速度。 
 
公司当前股价已经充分反应市场的各项担忧，估值修复可期 
年初至今，广汽集团 (H) 下跌 23%，当前估值仅对应 2018 年 6 倍 PE，充分体现了市场对于公司盈利增速放

缓、进口关税降低、合资股比放开等因素影响。我们认为，传祺自主品牌虽然产品线趋向完整，但在 GS8、
GM8 细分领域仍有产品红利，同时，公司在新能源、智能方面也在加速发力。合资品牌方面，丰田、本田产

品竞争力强，三菱、广菲克也在向好，近期叠加中日关系转暖，增长确定性高，估值修复可期。 
 
自主品牌传祺在大型 SUV、MPV 领域仍有产品红利，电动、智能加速推进，仍将持续好于行业 
传祺爆款 GS4 由于上市时间较长，目前面临中期改款；但在公司的大型 SUV GS8、MPV GM8 仍将享受二胎

政策带来的七座产品红利，终端保持热销。同时，公司与爱信成立合资公司，彻底解决自动变速箱瓶颈问题。

此外，公司在电动、智能方面加快投入，不仅与腾讯、科大讯飞等优秀企业合作，而且也向三菱、丰田等合资

公司反向输出传祺的新能源车型，充分证明自身的能力。 
 
合资品牌产品竞争力强，中日关系转暖锦上添花 
广汽丰田 2017 年底上市的全新凯美瑞供不应求，今年还将引入同样基于 TNGA 架构的爆款 SUV C-HR。广汽

本田旗下全新雅阁、紧凑型 SUV 缤智、大型 SUV 冠道持续热销。广汽三菱继欧蓝德之后，今年将引入

Eclipse Cross 又一爆款 SUV，稳步推进 2018-2020 年至少导入三款全新车型，2020 年冲击 30 万辆的目标。

广菲克今年推出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 7 座 SUV 大指挥官，营造一个舒适的“真第三排”，将享受二胎市场红

利。除了强劲的产品力，近期中日关系转暖，也给丰田、本田、三菱等合资公司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锦上添

花。 
 
风险因素 
新车型销量不达预期；市场竞争加剧拖累企业盈利能力；中日关系恶化等。 
 
建议关注 
公司管理层激励充分，经营效率高；电动化、智能化战略转型快；日系合资品牌新品竞争力强，叠加中日关系

回暖，增长确定性高。预计公司未来 3 年业绩增速 CAGR 高达+19%，持续好于行业，2017/18/19 年 EPS 分

别为 1.85/2.16/2.49 元，当前港股 14.22 港元，对应 2017/18/19 年 6.2/5.3/4.6 倍 PE。结合行业平均估值水

平，我们认为公司合理估值为 2018 年 8 倍 PE，H 股目标价 18.5 港元。同时，考虑广汽 A 股股价、相比 H 股

的估值溢价，A 股目标价 21.7 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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