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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0.70%，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1.82%，跑
赢大盘 1.12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2.96%；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1.34%；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1.14%；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0.53%。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全柴动力、康跃科技、川环科技、上柴股份、东安
动力；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份、双林股份、金鸿顺、特尔佳、日盈电子。



行业新闻

1）工信部就两项强制性乘用车燃料国家标准征求意见；2）2019 年北京新能
源汽车首批补贴约 5200 万元；3）应勇：今年上海要推进更多高科技项目，
新投用公交车均为新能源汽车；4）海南公布今年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计划，
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不作限定；5）2018 年新能源汽车召回比例达 13.46%，
二手电动汽车保值率低；6）我国建成首个自动驾驶封闭高速公路测试环境。



公司新闻

1）长城汽车：2018 年净利同比增长 6.5%，2019 年销量目标 120 万辆；2）
得润电子：子公司科世得润获得一汽大众新业务订单；3）国机智骏正式获得
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4）恒大以 10.6 亿元收购上海卡耐新能源 58%股权；
5）知豆投 120 亿建电动车工厂，布局新能源轿车、SUV 市场；6）长安汽车：
预计 2020 年将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产品量产。

0.02



0.00
-0.02
-0.04
10/18

行
业
周
报

11/18

11/18

汽车

12/18

[Table_Doc]
相关研究报告

12/18

01/19

沪深300

01/19

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工信部就强制性国家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评价方法及指标》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汽车节能减排，并促进新
能源汽车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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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燃料电池补贴不退坡，显
示国家对燃料电池技术路线的重视，随着燃料电池研发技术不断突破、配套
设施不断完善，未来燃料电池汽车将有望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终极路线之
一。我们认为，持续提质降本仍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改善供给、激发终端需
求的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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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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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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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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1.82%，跑赢大
盘 1.12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2.96%；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1.34%；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1.14%；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0.53%。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全柴动力（60.76%）
、康跃科技（34.33%）、川环科技
（22.95%）、上柴股份（22.02%）
、东安动力（21.55%）；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
份（-8.45%）、双林股份（-8.18%）
、金鸿顺（-7.13%）、特尔佳（-6.91%）、日
盈电子（-6.65%）。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1.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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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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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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1.2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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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工信部就两项强制性乘用车燃料国家标准征求意见。1 月 24 日，工信部在官
网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对强制性国家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
（征求意见稿）
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
期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征求意见稿显示，《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国家标准
与 GB 19578-201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相比要有三项变化，一是扩展了标
准的适用范围，二是将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的评价体系从按整备质量分组的阶梯
式变更为基于整备质量的直线式，三是调整了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同时，《乘
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国家标准与 GB 27999-2014《乘用车燃料消耗
量评价方法及指标》相比主要有四项变化，一是扩展了标准的适用范围，二是将
车型燃料消耗量限值的评价体系从按整备质量分组的阶梯式变更为基于整备质量
的直线式，三是加严了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四是调整了新能源汽车核算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时的优惠倍数。
（来源：北京商报）
2、2019 年北京新能源汽车首批补贴约 5200 万元。日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发布了 2019 年北京市拟拨付第一批新能源汽车财政补助资金公示情况，共涉
及 2498 辆，拟拨付资金 5217.625 万元。具体来看，本次拨付共有 13 家车企获
得了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包括北汽股份、北汽新能源、吉利、华泰、比亚迪、
奇瑞、上汽、云度、长安、江南汽车、江淮、东风等。比亚迪以 697 辆补助汽车
数量和 1536 万元补助金额排名榜首，其余车企补助合计金额则从几万元至 1500
万元不等。（来源：汽车之家）
3、应勇：今年上海要推进更多高科技项目，新投用公交车均为新能源汽车。上
海市市长应勇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快落实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等产业政策，深入实施智能网联汽车等一批产业创新工程，推动中芯国
际、和辉光电二期等重大产业项目加快量产，实现集成电路 14 纳米生产工艺量
产，推进昊海生物、ABB 机器人、盛美半导体等项目开工建设。他还宣布上海
今年新投用公交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来源：华尔街见闻）
4、海南公布今年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计划，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不作限定。
海南省小客车调控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2019 年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
计划。计划明确：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鼓励引导群众购买新能源汽车，
2019 年新能源小客车增量指标不作限定，只要符合《小客车调控管理办法》明确
的申请资格条件，申请一个，配置一个。计划还明确：2019 年燃油小客车配置
增量指标 8 万个，其中 1 月、6 月各配置 7000 个，12 月配置 7500 个，其它月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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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各配置 6500 个。（来源：海口网）
5、2018 年新能源汽车召回比例达 13.46%，二手电动汽车保值率低。1 月 22 日
消息，2018 年全年共召回新能源车辆 13.57 万辆，约占到全年汽车召回总量的
1%。但如若对比同年新能源汽车 100.8 万辆的销量数据，新能源汽车召回比例
则高达 13.46%。三年车龄的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仅为 47.5%，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副秘书长罗磊表示，目前新能源二手车市场暂不成规模，大部分家庭的新能源
汽车还没到需要更新的阶段，难以支撑起价格体系。（来源：证券日报）
6、我国建成首个自动驾驶封闭高速公路测试环境。1 月 21 日，公安部交通管理
科学研究所发布消息称，该所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
建“国家智能交通综合测试基地”的总体规划和建设要求，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法》等有关规定，经过多方专家会审，并经江苏省相关管理部门批准同意，
建成了我国首个专门用于自动驾驶测试的封闭高速公路环境，于近日正式开展测
试工作。该封闭高速公路测试环境位于无锡市通锡高速公路（S19）南通方向，
全长 4.1 公里。该路段为单向三车道，中央绿化带分隔，并设有紧急停车带，一
年四季受极端天气影响少、地形无明显起伏、路形路面平直平整，视野开阔。
（来源：盖世汽车）

3.公司重要信息
1、长城汽车：2018 年净利同比增长 6.5%，2019 年销量目标 120 万辆。长城汽
车(601633)1 月 25 日晚间披露业绩快报，公司 2018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994.69
亿元，同比下降 1.68%；归母净利润 53.54 亿元，同比增长 6.51%；基本每股收
益 0.59 元。基于宏观经济发展、汽车行业整体需求以及公司新产品推出情况，公
司将 2019 年度的销量目标定为 120 万辆。（来源：e 公司）
2、得润电子：子公司科世得润获得一汽大众新业务订单。得润电子(002055)1
月 25 日晚间公告已被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确定为一汽大众 MEB 低压电池包
线束及奥迪 B9 ABS 线束项目的供应商，后续将展开各项准备工作。科世得润此
次获得的相关线束项目，产品涵盖大众品牌和奥迪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得润电子
表示，此次持续获得一汽大众新业务订单，实现了公司线束产品在新能源车型的
全面应用，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公司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来源：
wind 资讯）
3、国机智骏正式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1 月 22 日，江西发改委已经同意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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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辆新能源汽车项目予以备案，这意味着国机智
骏正式获得了生产资质。据悉，国机智骏该项目总投资 25.15 亿元，其中建设投
资 21.7757 亿元，流动资金 3.3743 亿元，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10 万辆纯电
动乘用车的生产能力。在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含现有汽车企业跨类生产
纯电动乘用车）项目不再实行国家发改委核准管理，调整为由省级发改委实施备
案管理后，新造车获得生产资质的速度大为提升。
（来源：每日汽车）
4、恒大以 10.6 亿元收购上海卡耐新能源 58%股权。1 月 24 日，恒大健康
（0708.HK）宣布以 10.6 亿入股电池企业卡耐新能源，占股 58%成为第一大股
东。藉此恒大顺利完成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最后一块拼图：去年 9 月恒大入股广
汇，拥有全球最大汽车经销商；今年 1 月成功并购拥有“萨博”基因的 NEVS，
具备世界级的电动汽车研发量产能力；加上此次入主卡耐，掌握了动力电池核心
技术，恒大已完成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布局。卡耐新能源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国务院国资委直属机构）与日本电池巨头 ENAX 共同创立，其技术源于被誉
为日本“锂电池之父”的小泽和典及其研发团队，是国家动力电池和电池系统系
列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来源：第一电动网）
5、知豆投 120 亿建电动车工厂，布局新能源轿车、SUV 市场。近日，在南京浦
口经济开发区“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辆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项目
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此次签约的知豆新能源整车项目总投资达 120 亿元，将生
产新能源乘用车，车型包括轿车和 SUV。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一期 10 万辆纯
电动整车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额 100 亿元，二期 20 万辆纯电动整
车建设项目投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额 200 亿元。（来源：新浪汽车）
6、长安汽车：预计 2020 年将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产品量产。长安汽车 1 月 24
日在互动平台上表示，L3 级有限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快速推进工程化开发，已掌握
关键核心技术 30 项以上，开发中 59 项，实现了八大核心功能，目前已进入量产
化开发阶段。预计到 2020 年，实现 L3 级量产。
（来源：新浪汽车）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工信部就强制性国家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和《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
方法及指标》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推动传统汽车节能减排，并促进新能源汽车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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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燃料电池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加速，燃料电池汽车的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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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有望逐步突破，未来将成为纯电动汽车的补充。我们认为，持续提质降本仍
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仍然是改善供给、激发终端需求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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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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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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