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事件点评

汽车
报告原因：事件点评

汽车

维持评级

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龙头有望从中受益

2019 年 1 月 31 日

中性

行业研究/事件点评
事件描述：

汽 车板块近一年市场表现

 发改委、工信部、民政部等十部门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
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
，其中提出，
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
事件点评：
 利好政策托底，提振消费者信心。《实施方案》从多个层面着手促进
汽车消费，能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者信心，刺激产销回升。从政策力
度来看，《实施方案》整体政策较为温和，随着汽车销量增速放缓，
国内汽车市场逐渐由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且 2019 年宏观经济仍
然面临较大压力，温和的消费政策更符合当前行业发展现状。考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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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汽车销量的拉升作用边际递减，我们认为《实施方案》对汽车销
量的拉升作用也较为温和，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助力汽车市场回暖。
 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刺激换车需求释放。1）汽车的“五大总成”
再制造价值量较高，随着政策端对其再制造再利用的开放，有望提升
单车拆解回收价值量，进而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和企业的盈利能力。
2）目前我国目前报废率上升空间大，随着政策落地，有望一定程度
上刺激换车需求，进而释放新车及二手车购车需求。
 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引导产业做大做强。1）
《实施方案》强调
落实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叠加双积分政策、补贴政策、部分地区限
行限购政策等新能源汽车的利好政策，有望助力新能源汽车销量在
2019 年维持快速增长。2）《实施方案》强调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
构和扶优扶强的导向，有望助力研发投入较大、技术优势突出的龙头
企业进一步扩大优势，由大做强，引导行业优化结构。
 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二手车增值税税率降低，刺激购
车需求释放。1）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皮卡需求被挤压，随着放宽皮
卡车进城限制试点工作展开，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皮卡需求释放，其中
河南、河北表现突出，随着皮卡进城限制范围的稳步推进放宽，有望
刺激皮卡需求进一步释放。2）
《实施方案》强调，进一步落实全面取
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落实适用销售旧货的增值税政策，依照 3%征收
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有望一定程度上降低私人交货量，并刺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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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车需求提升，推动二手车交易成熟化、市场化。
 投资建议：《实施方案》就促进汽车消费提出了具体建议，政策整体
较为温和，短期看对市场的拉升作用有限，长期看有助于行业稳步回
暖、长效发展，为汽车行业带来结构性投资机会，建议选股时以相关
行业龙头和上下游产业链优质零部件供应商为主，如上汽集团、华域
汽车、当升科技。
 风险提示：政策推行不及预期；宏观经济不及预期。

本公司或其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情况下可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提到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投资标的，还可能为或争取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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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描述
2019 年 1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十部门联合发布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
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发改综
合〔2019〕181 号，后文称“《实施方案》”）
，提出六个方面 24 项具体
措施，以顺应居民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二、汽车行业相关内容
图 1：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

有序推进老
旧汽车报废
更新
进一步优化
地方政府机
动车管理措
施

持续优化新
能源汽车补
贴结构

多措并举促
进汽车消费，
更好满足居
民出行需要
促进农村汽
车更新换代

加快繁荣二
手车市场
稳步推进放
宽皮卡车进
城限制范围

资料来源：《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山西证券研究所
就汽车行业而言，《实施方案》中指出，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 更
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并提出 6 项具体方案。
一是有序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按规定放开报废汽车“五大总成”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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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再利用。有条件的地方可依托市场交易平台，对报废国三及以下
排放标准汽车同时购买新车的车主，给予适当补助。对淘汰更新老旧
柴油货车、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等大气污染治理措施成效显著的地方，
中央财政在安排相关资金时予以适当倾斜支持。
二是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坚持扶优扶强的导向，将更多补
贴用于支持综合性能先进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鼓励发展高技术水平新
能源汽车。 落实新能源货车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 提供通行便利， 扩
大通行范围。
三是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
汽车，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适当
补贴，带动农村汽车消费。
四是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在评估河北、辽宁、河南、
云南、湖北、新疆 6 省区放开皮卡车进城限制试点政策效果基础上，
稳妥有序扩大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
五是加快繁荣二手车市场。进一步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严
防限迁政策出现回潮。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二手车，落实适用销售
旧货的增值税政策，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
六是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已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地
方，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优化机动车限购管理措施，有条件的地方
可适度盘活历年废弃的购车指标，更好满足居民汽车消费需求。

三、事件点评
第一，利好政策托底，提振消费者信心。
2018 年，受低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策退出、中美贸易战、宏观经
济下行、二手车高速增长透支部分新车购车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汽
车行业整体表现低迷，出现 28 年以来首次同比负增长，2018 全年汽
车销量为 2808.0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76%。回顾我国汽车 2001 年
以来的销量走势，可以发现国内汽车销量情况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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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量增速从 2011 年开始明显放缓，二是国内汽车销量走势具有较
强的周期性（每 3-4 年完成一个周期）
，且每次周期低谷均有明确的利
好政策有效拉升汽车销量，但是从图 2 可以看出政策对汽车消费的刺
激程度是边际递减的。
整体而言，
《实施方案》从多个层面着手促进汽车消费，能一定程度上
提振消费者信心，刺激汽车产销回升。从政策力度来看，
《实施方案》
整体政策较为温和，随着汽车销量增速放缓，国内汽车市场逐渐由增
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且 2019 年宏观经济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温和的
消费政策更符合当前行业发展现状。此外，考虑政策对汽车销量的拉
升作用边际递减，我们认为《实施方案》对汽车销量的拉升作用也较
为温和，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助力汽车市场回暖。
图 2：2001 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情况

数据来源：中汽协，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第二，推进老旧汽车报废更新，刺激换车需求释放。
我国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我国每年汽车的报废数量快速增
长，2018 年全国报废车回收量为 168.10 万辆，而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
达 240000 万辆，报废率仅 0.70%，而且我国报废汽车回收利用以拆解
回收废旧资源方式为主，回收利用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企业利润率极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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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提出按规定放开报废汽车“五大总成” 再制造再利用，还
强调换车需求释放。汽车作为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钢铁、有色金
属、塑料、橡胶、玻璃和纺织品均是其重要的原材料，而汽车的“五大
总成”（发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桥、车架）再制造价值量较高，
随着政策端对其再制造再利用的开放，有望提升单车拆解回收价值量，
进而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和企业的盈利能力。而目前我国目前报废率
上升空间大，随着政策落地，有望一定程度上刺激换车需求，进而释
放新车及二手车购车需求。
第三，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引导产业做大做强。
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利好政策多，产业需求大， 2018 年
维持产销高速增长，年产销量分别为 127 万辆和 125.6 万辆，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 59.9%和 61.7%，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实施方案》强调
落实差别化通行管理政策，叠加双积分政策、补贴政策、部分地区限
行限购政策等新能源汽车的利好政策，有望刺激新能源汽车需求进一
步释放，我们认为 2019 年新能源汽车仍将维持产销量快速增长的态势。
回顾近几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表现出补贴逐渐优化，技术门槛
不断增强的特点。然而，从行业产能情况来看，国内新能源汽车产能
过剩。《实施方案》强调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和扶优扶强的导向，
有望助力研发投入较大、技术优势突出的龙头企业进一步扩大优势，
由大做强，加速行业出清落后产能，引导行业优化结构。
第四，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
，刺激皮卡购车需求释放。
过去受到政策限制，皮卡需求被挤压，2016 年 2 月 26 日，国家三部
委联合下发通知在河北、辽宁、河南、云南四省开展放宽皮卡车进城
限制试点工作，2017 年 1 月，试点范围扩大到湖北和新疆两省区，随
着政策落地，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皮卡需求释放，其中河南、河北表现
突出，年销量分别同比增速 42.3%和 16.8%，销售份额分别较 2017 年
提升 1.6 个百分点和 0.7 个百分点。随着皮卡进城限制范围的稳步推进
放宽，有望刺激皮卡需求进一步释放，而皮卡行业头部效应突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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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车企有望借势进一步扩大优势。
图 3：2018 年全年皮卡销售结构

注：数据为工业销售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皮卡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皮卡解禁试点地区 2018 年终端销量情况
省份

排名

2017 年销量（辆）

2018 年销量（辆）

2018 年销售份额（%）

同比增速（%）

云南

1

26168

26809

7.5

2.4%

河北

4

16408

19161

5.3

16.8%

湖北

9

15266

14464

4

-5.3%

河南

10

9567

13614

3.8

42.3%

新疆

14

14183

11858

3.3

-16.4%

辽宁

21

8963

8886

2.5

-0.9%

注：排名为 2018 年年销售数据排名，数据为终端销售数量。
数据来源：中国皮卡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第五，降低二手车增值税征收率，助力二手车销量维持高速增长。
近几年，随着二手车认可度逐步提高，相关服务体系、平台逐步完善，
二手车需求强劲，2018 年 1-11 月，二手车交易量为 1260.48 万辆，较
2017 年同期增加 12.48%，交易金额为 7833.81 亿元，较 2017 年同期
增加 6.64%，均有明显提升。但是整体而言，我国二手车市场仍然与
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私下交易的情况也层出不穷。《实施方案》强调，
进一步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落实适用销售旧货的增值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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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依照 3%征收率减按 2%征收增值税，有望一定程度上降低私人交
货量，并刺激二手车需求提升，推动二手车交易成熟化、市场化。
图 4：2018 年 1-11 月二手车交易量情况

图 5：2018 年 1-11 月二手车交易金额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Wind，山西证券研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Wind，山西证券研

究所

究所

四、投资建议
《实施方案》就促进汽车消费提出了具体建议，政策整体较为温和，
短期看对市场的拉升作用有限，长期看有助于行业稳步回暖、长效发
展，为汽车行业带来结构性投资机会，建议选股时以相关行业龙头和
上下游产业链优质零部件供应商为主，如上汽集团、华域汽车、当升
科技。

五、风险提示
1）政策推行不及预期；
2）宏观经济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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