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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或“本公司”）编制，

仅供业绩说明会使用，严禁复印或转发给任何其他人士。此文件所包含的信息没有经

过独立查证，对于文件所包含的信息或意见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没有任何

明确或隐含的声明或保证。此文件的目的并非提供有关本公司财务或交易状况或前景

的完整或全面分析，因此将会获得此文件的任何人士应该明确不应该完全依赖此文件

的内容。此文件所提供的信息和意见截止到此说明会的日期，未来可能会出现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本公司或其关联公司、顾问或代表，均不会对使用此文件或其内容或

由于此文件的其他方面而造成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不论是因为疏忽或其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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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国内车市，政策助力触底反弹

l 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继续受到芯片短缺、电池涨价等不利影响，新一轮本土疫情更是对汽车产业链供应

链造成严重冲击；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国内车市实现触底反弹

l 1-6月，汽车国产批发（中汽协口径）1205.7万辆，同比下降6.6%；汽车国内批发（国产批发+汽车进口 - 

汽车出口）1121.5万辆，同比下降10.9%；汽车上险1067.7万辆，同比下降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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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上险数走势国内汽车批发走势

单位：万辆 单位：万辆

n 2022年月增长率 n 2022年月增长率

数据来源：乘联会、中汽协、国内上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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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份额提升，新能源车加速渗透

l 得益于新能源车销量增长，自主品牌市场份额提升至46%，德系、美系新能源市场份额亦有提升

l 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提高到23.6%，其中PHEV在非限购城市的高速增长，推动新能源车加快普及

BEV和PHEV在限购/非限购城市增速各车系市场份额

2022H1份额变化：

总体       其中，NEV ICE

-0.7% 0% -0.8%

-1.1% +0.7% -1.8%

-0.9% 0% -0.9%

-0.7% +0.3% -1.0%

+3.4% +7.4% -3.9%

数据来源：乘联会，国内批发

日系

美系

韩系

德系

中系

限购：

非限购：

数据来源：乘用车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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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份额提升，新能源车加速渗透（续）

l 新能源各级别渗透率都已超过10%，其中A0和A级在上半年提升最快，新能源中端市场开始崛起

数据来源：乘联会批发、国家信息中心

国产乘用车NEV分级别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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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出口快速增长，新能源车占比提升

l 2022年上半年汽车出口118万辆，同比增长53.7%，出口大幅超过进口，已超韩国排名全球第四

l 2022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出口18.4万辆，同比增长253%，其中乘用车17.6万辆，同比增长281%

乘用车出口车型能源细分情况汽车进出口

同比增速

NEV 281%

ICE 39%

出口情况细分（乘商及增速）

119.0% 97.9%

20.2% -12.9%

79.1% 73.4%

73.8% 22.1%

52.8%
30.7%

41.0% 28.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2022

乘用车增速 商用车增速

单位：万辆

2022年上半年特斯拉
出口累计 9.7万辆，
占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比例55%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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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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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 出口单位：万辆 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中汽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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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整车销量

一季度销量
（万辆）

二季度销量
（万辆）

上半年销量
（万辆）

同比增减

整车 122.1 101.3 223.4 -2.7%

  其中：乘用车 103.7 89.1 192.8 2.2%

             商用车 18.4 12.2 30.6 -25.5%

             新能源 19.2 20.1 39.3 32.9%

出口及海外 17.2 20.9 38.1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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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齐心协力 保供应、稳基盘

02
危中寻机 抓营销、拓市场
03
凝心聚力 强创新、促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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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保供应、稳基盘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释放体系能量

克服万难落实闭环管理推动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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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新能源车市场增长机遇

集团新能源产品阵营进一步壮大，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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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营销变革促进终端销售

上汽乘用车 上汽大众 上汽大通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

疫情改变生活习惯，推动整车企业加快线上能力建设，直联用户，变革营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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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提质发力抢滩国际市场

总量领先优势 海外销量结构

上汽海外销量继续领先，占国内行业的比重近30%

连续6年排名中国汽车行业 第1 

MG连续 3年排名中国单一品牌海外销量 第1

海外销量中自主品牌进一步提升到 2/3

1-6月自主电动车销量近 4万 辆, 同比增长110%

智能网联汽车占比近25%

MG 在中东、智利进入行业前5，在泰国、印度、

澳新、墨西哥、菲律宾、埃及进入行业前10
在英国、欧洲大陆，受越来越多成熟消费者认可

核心产品价格已高过中国品牌同类竞品10%左右

电动车产品价格在欧洲已基本追上日韩竞品

重点市场晋升 海外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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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强创新、促转型

推进重大战略创新项目

智己汽车 飞凡汽车 Robotaxi 智能重卡和A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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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强创新、促转型（续）

加快完善创新技术体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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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强创新、促转型（续1）

加快完善创新技术体系

整合核心能力，夯实技术底座，做强技术长板，推动创新落地

赛可智能

上汽研发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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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强创新、促转型（续2）

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变革

深化产融结合 深化干部人事改革

持续深化产融结合，深入开展战略直投

进一步凸显对产业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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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对干部实施职级调整

加强年轻干部的
发现培养选拔

大力招聘技术领军人才
及海外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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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主要财务指标（一）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同比增减（%）

销量（万辆） 223.43 229.73 -2.74

合并营业总收入（亿元） 3159.93 3660.96 -13.69

利润总额（亿元） 121.80 239.51 -49.15

净利润（亿元） 97.48 190.43 -48.81

归母净利润（亿元） 69.10 133.14 -48.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亿元） 61.08 118.54 -48.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0 1.150 -47.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0.530 1.024 -48.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亿元） -47.04 15.85 -396.79

其中：制造板块 39.76 145.41 -72.66

金融板块 -86.79 -129.56 33.0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元） -0.408 0.14 -397.81

净资产收益率（加权）（%） 2.51 4.97 减少2.4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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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主要财务指标（二）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亿元） 9500.06 9169.23 3.61

所有者权益（亿元） 3317.36 3287.71 0.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亿元） 2778.93 2737.74 1.50

每股净资产（元） 23.79 23.43 1.54

资产负债率（%） 65.08% 64.14% 增加0.9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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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市场形势分析

国内
经济

市场预期不稳
消费需求不振
成本持续高企
疫情风险犹存

年底旺季叠加政策临近退出刺激消费政策落地加快疫后销量回补

国内汽车市场走势预测

全球
经济

政策密集出台

Q1 Q2 Q3 Q4

增长速度放缓
通胀高烧不退
货币政策趋紧
衰退风险加大

25



| 会议材料 注意保管
2022年国内市场整车需求预测

全年预测 (万辆) 同比增减

国内市场 2640 4.5%

     其中：乘用车 2270 10.7%

               商用车 370 -22.2%

              新能源 58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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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15.39万～16.59万元

尺寸：长/宽/高 4655mm/1890mm/1655mm
          轴距       2765mm

动力：1.5T发动机+电动机
          系统最大功率432马力，最大扭矩570N·m

NEDC综合续航：1050km

综合补贴后售价：25.98万～35.98万元

尺寸：长/宽/高 5016mm/1909mm/1796mm
          轴距       3000mm

动力：90kWh超大容量魔方电池；
         上汽全新一代智能高效电驱系统，
         峰值扭矩达到350N·m，
         峰值功率高达180kW

NEDC综合续航：570km

充电：30分钟可充电80%

尺寸：长/宽/高 4983mm/1967mm/1786mm
          轴距       29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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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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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上汽星云纯电专属系统化平台+上汽魔方电池

尺寸：长/宽/高 4287mm/1836mm/1516mm
           轴距      2705mm

动力：四驱版：最大功率330kW，峰值扭矩600N·m
                       0-100km/h加速时间3.8s

上汽珠峰一体化架构+全新一代蓝芯高性能动力

尺寸：长/宽/高 4884mm/1889mm/1447mm
           轴距      2778mm

动力：2.0T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9AT变速箱
          峰值功率192kW，最大扭矩405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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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尺寸：长/宽/高 5049mm/2002mm/1773mm
          轴距      3060mm
动力：单电机250kW；双电机425kW

尺寸：长/宽/高 4900mm/1925mm/1655mm
          轴距       2950mm
动力：双电机，最大功率400kW，最大扭矩700N·m
续航里程＞6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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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尺寸：长/宽/高 4917mm/1989mm/1729mm
           轴距       2980mm

尺寸：长/宽/高 5099mm/2014mm/1784mm
           轴距       2980mm
动力：搭载第四代EA888 2.0T
           六缸EA390 2.5T涡轮增压发动机
预售价格：50万元～65万元

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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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奥特能电动车平台

售价： 43.97万～47.97万元
尺寸： 长/宽/高 5003mm/1977mm/1637mm
           轴距       3094mm
动力： 电池能量95.7kW ·h
           最大功率255/375kW
           最大扭矩440/710N·m
续航里程＞600km

31



| 会议材料 注意保管

2022年下半年重点车型

尺寸：长/宽/高 2974mm/1505mm/1631mm
          轴距       2010mm

动力：单电机，最大功率为30kW

续航：200km/300km

已在印度尼西亚上市 采用五菱混动全球电磁式DHT

售价：9.98万～10.98万元
动力：电机（最大扭矩320N·m）
          +2.0L发动机（最大功率110kW）

百公里综合油耗：4.6L
NEDC续航：1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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