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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全柴动力、中通客车、诺力股份、金鸿顺、隆鑫通
用；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份、云意电气、索菱股份、西菱动力、旭升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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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1）中汽协：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均超 125 万辆，同比增长 60%；2）三
部委：因地制宜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3）
工信部第 316 批新车公示：大众/广汽/小鹏等 145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4）国
内首个 5G 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在渝正式启动；5）山西临汾重污
染天气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新能源汽车不受限。



公司新闻

1）比亚迪 2019 年计划发布，预计长沙工厂生产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2）鸿
特科技预计 2018 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19%至 39%；3）安凯客车收到逾 3
亿元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4）凌云股份获北京奔驰电池壳项目定点，在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发力；5）北汽新能源与麦格纳合资公司挂牌成立，将首先
投产 ARCFOX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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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2.22%，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下跌 0.12%，跑
输大盘 2.3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下跌 1.17%；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0.20%；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0.43%；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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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2018 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125.6 万辆，同比增长 61.7%，超出 2018 年年
初预期；三部委强调因地制宜促进汽车消费，随着相关支持政策落地，汽车
消费有望企稳。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已进入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
补贴加速退坡已成大势所趋，随着补贴政策对于技术标准要求更加严格，中
高端新能源乘用车未来将成为增长主力，同时双积分政策的实施将形成倒逼
机制，预计未来新能源汽车产销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未来发展，我们认为，持续提质降本是改善供给，激发终端需求，从而保持
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此，未来产业技术不断升级是趋势，优质
龙头车企因具备研发优势、规模优势和更大的定价权而将充分受益，最终占
领市场主要份额。维持新能源汽车板块“看好”评级，建议关注优质龙头企
业，推荐比亚迪（002594）、北汽蓝谷（600733）、宇通客车（600066）
、宁
德时代（300750，电新组覆盖）
。
智能汽车方面，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加大，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汽车电子与 ADAS 装配率有望快速上
升，我们坚定看好汽车电子、ADAS 领域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拓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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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689）
、星宇股份（601799）、德赛西威（002920）、保隆科技（603197）
。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低于预期；智能驾驶产品推
广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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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周行业走势回顾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2.22%，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下跌 0.12%，跑输大
盘 2.3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下跌 1.17%；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0.20%；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0.43%；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35%。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全柴动力（19.84%）
、中通客车（14.62%）、诺力股份
（9.70%）、金鸿顺（8.00%）、隆鑫通用（7.62%）；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份
（-14.56%）
、云意电气（-13.29%）
、索菱股份（-11.43%）
、西菱动力（-10.91%）、
旭升股份（-7.36%）
。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1.14-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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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资讯，渤海证券研究所

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1.14-01.18）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1.14-01.18）

25%

20%

光洋股份

云意电气

索菱股份

西菱动力

旭升股份

0%

19.84%

-2%

-4%

14.62%

15%

-6%

9.70%

10%

8.00%

7.62%

-8%

-7.36%

-10%

5%

-12%

-11.43%

-14%

0%
全柴动力

中通客车

诺力股份

金鸿顺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渤海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隆鑫通用

-16%

-10.91%

-13.29%
-14.56%

资料来源：wind 资讯，渤海证券研究所

5 of 11

汽车行业周报

2.行业重要信息
1、中汽协：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均超 125 万辆，同比增长 60%。1 月 14 日，
中汽协发布 2018 年 12 月份及 2018 年全年汽车产销数据。2018 年全年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2780.9 万辆和 2808.1 万辆，虽连续十年蝉联全球冠军，但连续增长
趋势已经打破，同比出现下滑。具体到新能源汽车市场，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2018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 59.9%和 61.7%。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6 万辆和 98.4 万辆，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 47.9%和 50.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3 万辆
和 27.1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22%和 118%；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均完成
1527 辆。（来源：第一电动网）
2、三部委：因地制宜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1 月 18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优化
市场供给促进居民消费电视电话会议。会议强调，着力扩大消费规模。因地制宜
促进汽车、家电消费，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绿色
智能新型汽车和家电的消费需求；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支持优质工业品下
乡。（来源：证券时报网）
3、工信部第 316 批新车公示：大众/广汽/小鹏等 145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2019
年 1 月 18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官方网站公示了申报第 316 批《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新产品，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共有 62 户企业的 145 个
型号，其中纯电动产品共 61 户企业 137 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共 8 户企
业 8 个型号。（来源：第一电动网）
4、国内首个 5G 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在渝正式启动。1 月 16 日，5G
自动驾驶应用示范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在渝召开，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中国信科集团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三家企业签订平台共建战略协议，标志着我国首个 5G 自动驾驶应用示范
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年内将实现基于 5G 通讯的自动驾驶落地示范应用，自
动驾驶汽车将有条件在 5G 通讯环境下开展测试研究。（来源：盖世汽车）
5、山西临汾重污染天气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新能源汽车不受限。近日，临
汾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指挥部发布了《临汾关于重污染天气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
行通告》，通告表示，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促进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决定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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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含临时号牌车辆)单双号限行交通管制。但是新能源汽车不受限，包含纯电
动机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来源：第一电动
网）

3.公司重要信息
1、比亚迪 2019 年计划发布，预计长沙工厂生产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近日，从
相关渠道获悉，比亚迪在 2019 年计划在长沙工厂生产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品
线覆盖包括 e1、e2、e3 在内的等多款微小型电动车。另外，比亚迪还将加快卡
车研发中心建设，在长沙打造研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电动卡车及专用车全
球总部。1 月 15 日，湖南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胡衡华会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
在会谈中，胡衡华表示，希望双方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汽车芯片、
轨道交通等产业领域，进一步加强深层次合作。希望长沙将一如既往为比亚迪在
长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来源：EV 视界）
2、鸿特科技预计 2018 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19%至 39%。1 月 17 日，鸿特科技发
布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18 年 1-12 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 亿至 4.00
亿，同比变动-38.92%至-18.56%。主要由于全资子公司的金融科技信息咨询业
务、母公司及台山全资子公司铝合金精密压铸业务出现利润下滑，同时公司出售
两家金融科技子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0.34 万元；政府补助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约为 0.16 万元（收益）；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使得报告期内公司整体利润较去年
同期较大下滑。（来源：同花顺财经）
3、安凯客车收到逾 3 亿元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安凯客车 1 月 18 日晚公告，
公司于 1 月 17 日收到合肥市财政局转拨支付的国家 2016-2017 年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补贴资金 3.19 亿元。该项补助资金将直接冲减公司已销售新能源客车形成
的应收款项。该项补助资金的到账，将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量，对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的影响。
（来源：e 公司）
4、凌云股份获北京奔驰电池壳项目定点，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发力。1 月 16 日
晚间，凌云股份公告，公司收到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货源确认书，确认公司为
其指定车型电池壳/盖项目的国产化供应商。公告显示，凌云股份主要从事汽车零
部件生产及销售业务和塑料管道系统生产及销售，公司近年来聚焦新能源汽车高
端市场，已成功配套保时捷 J1、宝马汽车新 X3 及宝马 I20 电池盒（壳）项目。
凌云股份表示，此次成功获得北京奔驰电池壳项目定点，是公司紧抓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开拓高端车市场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展现了公司在新能源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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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池壳产品配套领域的综合实力，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配套
领域的市场地位。
（来源：上海有色）
5、北汽新能源与麦格纳合资公司挂牌成立，将首先投产 ARCFOX 产品。2019
年 1 月 15 日，北汽新能源与麦格纳合资公司——麦格纳卫蓝新能源汽车技术（镇
江）有限公司在江苏镇江正式揭牌，麦格纳卫蓝新能源汽车试验中心的建设也同
步启动。此次麦格纳卫蓝的成立，宣告北汽新能源与麦格纳国际的合资合作项目
已步入实质性的落地阶段。据了解，麦格纳卫蓝致力于成为国际化高端智能电动
汽车工程技术企业，将开发 ARCFOX 品牌高端电动汽车产品，打造高端电动汽
车整车平台核心技术，建立整车全新开发体系流程、机制与知识管理体系。
（来源：
盖世汽车）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2018 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 125.6 万辆，同比增长 61.7%，超出 2018 年年初预
期；三部委强调因地制宜促进汽车消费，随着相关支持政策落地，汽车消费有望
企稳。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已进入后补贴时代，新能源汽车补贴加速退坡
已成大势所趋，随着补贴政策对于技术标准要求更加严格，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
未来将成为增长主力，同时双积分政策的实施将形成倒逼机制，预计未来新能源
汽车产销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持续
提质降本是改善供给，激发终端需求，从而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因此，未来产业技术不断升级是趋势，优质龙头车企因具备研发优势、规模优势
和更大的定价权而将充分受益，最终占领市场主要份额。维持新能源汽车板块“看
好”评级，建议关注优质龙头企业，推荐比亚迪（002594）
、北汽蓝谷（600733）
、
宇通客车（600066）、宁德时代（300750，电新组覆盖）
。
智能汽车方面，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政策支持力度不断
加大，产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汽车电子与 ADAS 装配率有望快速上升，我们
坚定看好汽车电子、ADAS 领域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拓普集团（601689）
、星
宇股份（601799）
、德赛西威（002920）、保隆科技（603197）
。
风险提示：政策波动风险；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速低于预期；智能驾驶产品推广低
于预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8 of 11

汽车行业周报
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公司评级标准

行业评级标准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免责声明：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的资料，我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不保证该信息未经任
何更新，也不保证本公司做出的任何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更。在任何情况下，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见并不构成所述证券
买卖的出价或询价。在任何情况下，我公司不就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对任何投资做出任何形式的担保，投资者自主作出投资决
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我公司及其关联机构
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我公司
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表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信息。本报告的版权归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获
得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和修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9 of 11

汽车行业周报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
所长&金融行业研究
张继袖
+86 22 2845 1845

副所长&产品研发部经理
崔健
+86 22 2845 1618

计算机行业研究小组
王洪磊（部门经理）
+86 22 2845 1975
张源
+86 22 2383 9067

汽车行业研究小组
郑连声
+86 22 2845 1904
陈兰芳
+86 22 2383 9069

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刘瑀
+86 22 2386 1670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研究
张冬明
+86 22 2845 1857
刘秀峰
+86 10 6810 4658
滕飞
+86 10 6810 4686

医药行业研究小组
赵波
+86 22 2845 1632
甘英健
+86 22 2383 9063
陈晨
+86 22 2383 9062

通信行业研究小组
徐勇
+86 10 6810 4602

公用事业行业研究
刘蕾
+86 10 6810 4662

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刘瑀
+86 22 2386 1670
杨旭
+86 22 2845 1879

非银金融行业研究
洪程程
+86 10 6810 4609

中小盘行业研究
徐中华
+86 10 6810 4898

机械行业研究
张冬明
+86 22 2845 1857

传媒行业研究
姚磊
+86 22 2383 9065

电子行业研究
王磊
+86 22 2845 1802

固定收益研究
冯振
+86 22 2845 1605
夏捷
+86 22 2386 1355
朱林宁
+86 22 2387 3123
李元玮
+86 22 2387 3121

金融工程研究
宋旸
+86 22 2845 1131
李莘泰
+86 22 2387 3122
张世良
+86 22 2383 9061

金融工程研究
祝涛
+86 22 2845 1653
郝倞
+86 22 2386 1600

流动性、战略研究＆部门经理
周喜
+86 22 2845 1972

策略研究
宋亦威
+86 22 2386 1608
严佩佩
+86 22 2383 9070
机构销售•投资顾问
朱艳君
+86 22 2845 1995
刘璐

宏观研究
宋亦威
+86 22 2386 1608
孟凡迪
+86 22 2383 9071

博士后工作站
张佳佳 资产配置
+86 22 2383 9072
张一帆 公用事业、信用评级
+86 22 2383 9073

综合管理＆部门经理
齐艳莉
+86 22 2845 1625

合规管理&部门经理
任宪功
+86 10 6810 4615

风控专员
白骐玮
+86 22 2845 1659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0 of 11

汽车行业周报

渤海证券研究所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A 座写字楼
邮政编码：300381
电话：
（022）28451888
传真：
（022）28451615

北京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甲 143 号 凯旋大厦 A 座 2 层
邮政编码：100086
电话： （010）68104192
传真： （010）68104192

渤海证券研究所网址： www.ewww.com.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11 of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