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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6.53%，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93%，跑
输大盘 2.60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1.54%；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7.66%；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4.98%；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3.80%。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庞大集团、华菱星马、拓普集团、亚星客车、中通
客车；跌幅居前的有广汇汽车、中国汽研、全柴动力、宗申动力、贝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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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1）中汽协透露新能源退坡新政细节，地方补贴将由“补车”转向“补电”
；2）
交通部：力争在国家层面出台自动驾驶发展指导意见；3）2 月开局零售车市
受到春节影响较大，批发销量逐步恢复；4）北京 2019 年第一期新能源汽车
申请指标公布，申请人超 44 万；5）全球新能源乘用车 1 月销量榜单：比亚
迪第一、上汽第二、特斯拉第三。



公司新闻

1）宁德时代 2018 年营收增 48.08%至 296.11 亿元，归母净利润降 7.71%至
35.79 亿元；2）比亚迪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降 31.37%至 27.91 亿元；3）德
赛西威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降 32.66%至 4.15 亿元；4）宁德时代与北汽新能
源、普莱德签订 5 年战略合作协议；5）一汽-大众与大众集团在德国发布捷
达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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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透露新能源地方补贴将由“补车”转向“补电”
，同时
强调补贴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电动车竞争进一步回归市场。我们认为，新能
源汽车市场已进入后补贴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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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支持政策推出速度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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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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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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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表示力争在国家层面出台自动驾驶发展的指导意见和
相关法律法规，自动驾驶政策体系将更加完善，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规范快
速发展。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程加快，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随着产业
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汽车产业将逐步走向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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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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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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93%，跑输大
盘 2.60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1.54%；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7.66%；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4.98%；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3.80%。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庞大集团（36.96%）
、华菱星马（25.12%）、拓普集团
（21.93%）、亚星客车（21.64%）
、中通客车（20.75%）；跌幅居前的有广汇汽
车（-5.53%）
、中国汽研（-4.15%）
、全柴动力（-4.05%）
、宗申动力（-1.86%）
、
贝斯特（-1.79%）。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2.2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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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2.2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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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2.25-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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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中汽协透露新能源退坡新政细节，地方补贴将由“补车”转向“补电”
。3 月
2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对于新能源补
贴政策的细节进行了回应。他表示，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很快就要出炉，而地
补将有重大调整，
“地补就不补车了”
，其表示，地补的方向是“补电”
。董扬强调，
补贴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电动车竞争进一步回归市场，他表示：
“在没有补贴之
后，新能源汽车将回归到市场，那些片面追求续航里程，造成高成本、高价格的
这部分产品，就会减少。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企业也会推出一些长里程、高档
次的产品，但是消费市场更多是追求续驶里程和价格比的，里程短一点，比如说
200 公里左右，但是价格低一点的产品，这也很可能。”（来源：汽车头条）
2、交通部：力争在国家层面出台自动驾驶发展指导意见。2 月 28 日，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小鹏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中表示目前已经初步认定 3 家自动驾驶
封闭测试场，分别位于北京、重庆和西安；此外，已经在浙江、厦门、雄安新区
选取了一些自动驾驶的应用示范试点区域。目前交通运输部正在协同其他部委推
动国家层面自动驾驶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相关法律的出台。（来源：经济观察网）
3、2 月开局零售车市受到春节影响较大，批发销量逐步恢复。2 月乘用车市场零
售受到春节因素干扰巨大，这两周是全年销售最差的时刻。第一周的车市零售是
日均 1 万台，较去年同期下降 83%；11 号开始的第二周零售是日均 4.98 万台，
同比增长 23%，增速很好；第三周的零售是日均 4 万台，同比增速 108%，表现
很好；相信后两周的车市会拉动增速大幅回升，2 月全月总体市场应该是不算太
差。就批发来看，第一周的厂家批发给经销商销量是日均 0.88 万台，同比下降
83%；第二周是日均 3.77 万台，同比增长 36%；第三周是日均 4.7 万台，同比
增长 41%，持续走强。今年的车企相对谨慎，因此今年 2 月的批发也不能预期太
乐观。（来源：乘联会）
4、北京 2019 年第一期新能源汽车申请指标公布，申请人超 44 万。记者从北京
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获悉，2019 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 6 万个，个人
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 90%，共计 54000 个；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
额的 5%，共计 3000 个。截至 2019 年 2 月 8 日 24 时，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
个人共有 443636 个有效编码、单位共有 5566 家，按照目前轮候政策，个人和
单位指标首期已全部用尽，新申请者需要至少等待 8 年，即 2027 年才有可能获
得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来源：盖世汽车）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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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球新能源乘用车 1 月销量榜单：比亚迪第一、上汽第二、特斯拉第三。根
据 EVsales 数据，2019 年 1 月，包含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全球新能源乘
用车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83%，总计交付了 15.3 万辆，其中纯电动车型同比增长
更为迅猛，高达 143%。如果这种强势表现能够延续整个 2019 年，预计全年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有望突破 360 万辆；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渗透率将接近 4%。
2019 年 1 月，比亚迪交付新能源乘用车超 2.8 万辆，获得最畅销车企殊荣；由于
特斯拉 1 月的工作重点放在出口海外市场，排名跌至第三位；上汽凭借 1.47 万辆
的销量跃升至第二位。日产排在第四位。
（来源：第一电动网）

3.公司重要信息
1、
宁德时代 2018 年营收增 48.08%至 296.11 亿元，归母净利润降 7.71%至 35.79
亿元。2 月 27 日晚，宁德时代（300750）公布了 2018 年业绩快报：全年实现营
业总收入 296.11 亿元，同比增长 4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9
亿元，同比下降 7.7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 31.11 亿元，
同比增长 30.95%。2018 年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
转让了普莱德股权取得的处置收益影响。2018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和扣非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主要得益于：
（1）国内动力电池市场需求较去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长；
（2）销量持续增长，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
（3）公司前期投入拉线产能
释放，产量相应提升；
（4）公司费用管控合理优化，费用占收入的比例降低。
（来
源：盖世汽车）
2、比亚迪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降 31.37%至 27.91 亿元。2 月 26 日，比亚迪
(002594.SZ)发布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 1300.55 亿元，同比增长
22.79%；营业利润 38.79 亿元，同比下降 28.30%；利润总额 40.48 亿元，同比
下降 27.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1 亿元，同比下降 31.37%；基
本每股收益 0.94 元。2018 年，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及集团新产品周期的
带动下，集团新能源汽车销售实现高速增长，连续 4 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冠军，行业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年内，集团燃油车业务整体维持平稳发展，但
行业下滑带来的激烈竞争一定程度的影响了燃油车业务的盈利水平，给集团盈利
带来一定压力。
（来源：格隆汇）
3、德赛西威 2018 年归母净利润降 32.66%至 4.15 亿元。2 月 26 日，德赛西威
(002920.SZ)发布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实现营业总收入 54.06 亿元，同比下降
10.05%；营业利润 4.24 亿元，同比下降 38.26%；利润总额 4.24 亿元，同比下
降 3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 亿元，同比下降 32.66%；基本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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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 0.75 元。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下降，主要因为中国汽车市
场销量下降，公司部分配套车型销量下降；另外，2018 年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约 25%，占比销售额达到 9%以上，研发费用的增加也是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
之一。
（来源：格隆汇）
4、宁德时代与北汽新能源、普莱德签订 5 年战略合作协议。宁德时代(300750)2
月 25 日早间公告，近期公司与北汽新能源、普莱德对 2019 年起始后续 5 年的业
务深化合作签署了《中长期(2019 年-2023 年)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战略合作协议
显示，在战略合作期间，宁德时代和普莱德对向北汽新能源供应的动力电池系统
产品，每年给予最大诚意的优惠价格，并体现在普莱德直接向北汽新能源的供应
的动力电池系统产品价格中；基于三方商定的商务政策条件，且在宁德时代电池
供应可以满足北汽新能源分月需求的前提下，北汽新能源在 2019 年给予宁德时
代以及普莱德不低于其全年采购总额一定比例的采购份额；在战略合作期间内，
基于一定的商务条件前提下，北汽新能源尽全力给予宁德时代和普莱德一定比例
的采购份额。
（来源：中证网）
5、一汽-大众与大众集团在德国发布捷达品牌。2 月 26 日下午，一汽大众和德国
大众集团在沃尔夫斯堡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全新品牌“JETTA”
（中文名“捷
达”
）
。 据悉，
“捷达”品牌作为德国大众集团大众品牌旗下的子品牌，将由一汽
大众导入，成为一汽大众旗下继一汽大众、一汽大众奥迪之后的第三品牌，定位
略低于一汽大众品牌。据悉，
“捷达”品牌旗下产品的设计研发均由德方主导，并
将于 2019 年内推出 3 款车型，包括 2 款 SUV 和 1 款轿车，首款车型的量产时间
为 6 月。据悉，三款车型都将采用新 LOGO，在一汽大众西南基地投产。
（来源：
亿欧汽车）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董扬透露新能源地方补贴将由“补车”转向“补电”，同时强调
补贴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电动车竞争进一步回归市场。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市
场已进入后补贴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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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支持政策推出速度
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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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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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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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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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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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表示力争在国家层面出台自动驾驶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相关
法律法规，自动驾驶政策体系将更加完善，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规范快速发展。
目前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进程加快，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进
步，智能汽车产业将逐步走向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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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