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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回顾：汽车板块本周涨幅 4.0%，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 个百分点。二
级板块方面，汽车整车上涨 4.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3 个百分点。整车
板块下，乘用车、货车、客车子版块分别上涨 3.4%、13.2%、6.7%。本周
汽车零部件上涨 3.2%，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8 个百分点，汽车服务板块上
涨 4.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1 个百分点。本周沪深 300 指数表现低于上
证综指 0.3 个百分点，汽车板块整体表现较好。



投资建议：



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公
安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将甲醇汽车提到汽车产业和消费
市场的层面。《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安全
可控，在具备应用条件的地区发展甲醇汽车。强化甲醇汽车产业合理布局，
加快完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市场应用保障体系，提高市场应用水平，
保持我国甲醇汽车及相关产业在产品、技术及专用装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
位，加快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汽车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此外，《指导意见》还从甲醇
汽车制造体系建设、甲醇燃料生产及加注体系建设、加强甲醇汽车监管等
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指导意见》还提出，重点在山西、陕西、
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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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00 甲醇汽车的应用，并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出租、短途客运等
领域使用甲醇汽车。建议关注已布局甲醇汽车的吉利汽车、宇通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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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东风、长安联手腾讯、阿里和苏宁等成立共享出行公司：一汽集
团、东风汽车、长安汽车三大央企汽车集团携手苏宁投资、腾讯、世嘉利、
阿里、无锡飞叶、荣巽、南京恒创、南京领行共同投资设立南京领行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97.6 亿元，其中
苏宁认缴出资额 17 亿元，占股比 17.42%;一汽、东风、长安分别认缴出
资额 16 亿元，分别占股比 16.39%；腾讯、阿里、南京恒创等五家公司认
缴出资总额 22.5 亿元，共计占股比 23.06%。该投资公司投资方向为：拟
投资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共享出行产业，组建出行公司，本合伙企业仅投
资出行公司，不从事其他业务。出行公司由三大央企汽车集团联合互联网、
金融、零售等行业头部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项目以打造网联化、共享化的
“智慧出行新生态”为目标，以为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高安全、高效率
的出行和更加愉悦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出
行服务企业。此次三大央企汽车集团联合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不同公司
出资布局共享出行产业，将进一步加速汽车网联化、共享化的行业演变，
建议关注东风汽车、长安汽车。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加速下滑风险，汽车行业竞争加剧风险，乘用车需求
下滑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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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回顾


汽车板块表现：汽车板块本周涨幅 4.0%，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 个百分点。二级板
块方面，汽车整车上涨 4.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3 个百分点。整车板块下，乘用
车、货车、客车子版块分别上涨 3.4%、13.2%、6.7%。本周汽车零部件上涨 3.2%，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8 个百分点，汽车服务板块上涨 4.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1
个百分点。本周沪深 300 指数表现低于上证综指 0.3 个百分点，汽车板块整体表现较
好。

图 1：汽车二级板块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热点方向表现：本周汽车相关概念中，传统汽车涨幅最大，达到 4.0%。新能源汽车、
智能汽车、充电桩指数、锂电池指数、汽车后市场、车联网本周分别上涨 2.6%、3.0%、
0.6%、2.2%、3.1%、3.7%。

图 2：汽车热点方向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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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表现：本周上证综指涨幅 2.7%，27 个行业均实现上涨，汽车行业涨幅为 4.0%。
休闲服务、计算机、食品饮料涨幅居前三位，分别为 8.0%、6.2%、5.1%；银行、农

林牧渔、家用电器涨幅居后，分别为 0.5%、0.7%、1.1%。汽车行业在所有 27 个行
业中位居第 16 位。
图 3：行业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重点个股表现：我们重点关注的汽车个股中，中国重汽、派生科技、金固股份涨幅
居前，为 24.1%、19.5%、15.0%；力帆股份、京威股份、当升科技跌幅居前，分别
为-5.2%、-3.3%和-1.4%。

图 4：重要个股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公司重大事项
2.1 公司公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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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601633）公司发布 2018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
民币 992.30 亿元，
同比下降 1.92%；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 62.32 亿元，
同比上升 6.4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52.07 亿元，同比上升 3.58%。公司拟向公
司股东宣派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现金股利人民币 2,646,908,010.00 元，
即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29 元（含税）。



凌云股份（600480）公司发布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WAG 增加担保额的公告：WAG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原有项目追加投入以及新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本
公司拟为其增加 2,500 万欧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WAG
是本公司 2015 年 9 月收购的一家德国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该公司主要
产品包括车门、后挡板、引擎盖组件和结构件等，主要客户是保时捷、宝马、奥迪、
福特、通用、斯堪尼亚等汽车厂家。



中国汽研（601965）公司发布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9 年 3 月 21 日，本
公司与中信银行重庆北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凯瑞科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科信）提供 6,500 万元
担保。



奥特佳（002239）公司发布 2018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前次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发布的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28 日，此次修正与前次业绩快报较大差异内容为：1.利润
总额：修正后为 102,150,210.40 元，较修正前减少 77.4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修正后为 33,799,436.68 元，较修正前减少 91.20%；3.基本每股收益：修正
后为 0.01 元，较修正前减少 91.42%；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修正后为 0.65%，
较修正前降低了 6.52 个百分点，降低 90.93%。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审理的刘斌诉王进飞等人及本公司债务纠纷案件，一审判决本公司应当承
担对王进飞债务的担保义务。按会计准则，本公司就此事项计提自判决书确定的日
期起至 2018 年末的相应预计负债，从而导致与收益相关的上述科目金额发生重大变
化。本公司是在前次业绩快报公告之后收到的判决书。此次修正系由快报期后事项
引发，因此不存在追究内部责任人责任的情况。



新泉股份（603179）公司发布关于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司分
别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和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今日公司
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签发的《公司注册证明书》及《商业登记证》
，情况
如下：中文名称：新泉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称：XINQUAN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MITED；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唐志华；注册资本：1 万港
元；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18 号中环广场 50 楼 5008 室；经营范围：国际贸易
和投资；注册证明书编号：2804540；商业登记证号码：70467591-000-03-19-8；生效
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届满日期：2022 年 3 月 14 日。



力帆股份（601777）公司发布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
110.06 亿元，同比下降 12.66%，主要系报告期内，受国际政治经济因素、国内宏观
经济环境变化、汽车销售市场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乘用车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归
母净利润 2.52 亿元，同比增加 4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20.43 亿元，同比下降 990.57%，上述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下属子公司位
于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 1539 号的房产，因搬迁升级将该地块所涉及的所有土地
及建筑物由自用改为出租，使得投资性房地产增值较大；受市场政治经济环境影响，
国家和金融机构降杠杆的迫切压力，使得公司财务费用增加较大；公司为提升汽车
销量，加快存货周转、回笼资金，年末加大促销力度，使得销售费用增加较大；出
售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将增大本年度投资收益；2018
年末将对商誉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增加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2.2 相关公司新闻


捷豹路虎起诉江铃抄袭侵权案胜诉：陆风 X7 被禁止销售
据路透社报道，捷豹路虎称，它在中国打赢了一场与本土竞争对手江铃汽车的官司，
原因是江铃汽车公司的陆风 X7 有部分功能直接抄袭了路虎揽胜极光（Range Rover
Evoque）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周五表示，江铃汽车公司生产的陆风 X7 直接抄袭了路
虎揽胜的五个独特功能，导致消费者普遍感到困惑。法院裁定，陆风 X7 的所有销售、
制造和营销必须立即停止，同时对捷豹路虎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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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特斯将在武汉国产 吉利终将圆了“跑车梦”
日前，吉利汽车集团总裁、CEO 安聪慧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吉利准备在武汉工厂投
产路特斯车型。此外，安聪慧还透露，收购路特斯之后，吉利有一个明确的复兴路
特斯的计划，让它恢复应有的销量和影响力。



贾跃亭 FF 与第九城市将成立合资公司 拟融资 5 亿美元
3 月 22 日，有投资行业人士向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贾跃亭旗下的电动汽车公
司法拉第未来（Faraday Future“FF”）将与第九城市成立合资公司。据悉，两人分别
占新公司股份的 50%，这意味着贾跃亭对于新公司仍然握有话语权。与此同时，新
的公司还会引进四到五家新的投资机构，募集资金约为 5 亿美元。对于沉寂已久的
第九城市来说，或许能迎来一次转型的机会。第九城市成立于 1998 年，2004 年，该
公司与暴雪娱乐达成合作，取得《魔兽世界》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理运营权。2005
年，第九城市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这也是继盛大网络之后，第二家在美上市的中
国网络游戏公司。



德国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在华计划 100%本土制造
采埃孚在华逐步发展本土化研发团队的建设，在未来将本土化生产比例提至 100%，
并宣布将其核心产品之一的新一代 8 档自动变速器（8HP）落实国产化。3 月 21 日，
采埃孚公布其在中国市场的未来战略，并公开正在研发的电驱动汽车样车，而这款
汽车是首次在亚太区亮相。该电驱动样车被取名为“Next Generation Mobility”（下
一代的座驾）
，通过搭载由采埃孚自行开发研制的后悬架系统、转向系统、驱动系统
和传感器，并借助于人工只能与集成式安全系统技术的加成，在展示自身技术的同
时，有效提高了电驱动汽车的安全性能和便利性能。



奔驰前设计师 Do Young Woo 加盟小鹏汽车 任外造型设计总监
3 月 22 日，新浪汽车从小鹏汽车获悉，梅赛德斯-奔驰前设计师 Do Young Woo 正式
加盟小鹏汽车，担任外造型设计总监，负责下一代小鹏汽车的外造型设计方向。公
开资料显示，Do Young Woo 毕业于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从事汽车设计工作近 20
年。1999 年起，在福特汽车开始了汽车设计生涯。3 年后加入马自达，确定马自达 6
和马自达 2 车型的设计理念。2013 年，Do Young Woo 加入梅赛德斯-奔驰，参与了
新款奔驰 CLS，以及全新一代奔驰 S 级车型的设计。



不受脱欧影响 宝马在英国产 MINI 电动车
据外媒报道，宝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英国生产 MINI 电动车型。“宝马不准备对在
英国的四座工厂进行调整，即便英国脱欧，预计任何供应链中断都将在 4 至 6 周内
及时恢复正常。



保时捷 2018 年业绩强劲 2.5 万员工人均发 1.1 万美元奖金
保时捷 2018 财年是非常成功的一年。相比其他豪华车企在转型时期遭遇利润和营收
集体下滑，保时捷的财报数据格外显眼。在 2018 财年，保时捷实现销售利润 43 亿
欧元，同比增长约 4%；营业收入达 258 亿欧元，同比增长 10%。为了奖励员工，保
时捷将向 2.5 万多名员工发放约 1.1 万美元的奖金。保时捷证实，这次奖金不只是给
那些拥有高级头衔的高绩效工程师和高管，而是给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员工，从清洁
工、接待员一直到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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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能源汽车


特斯拉取消车辆年度维护计划
据 The Driver 报道，在审查了全车型的数据后，特斯拉决定取消车辆年度维护和服
务计划。通过强有力的内部和外部测试，这家汽车制造商确定，与传统的汽油动力
汽车相比，电动汽车在不定期保养的情况下，能够承受比燃油车更长的时间。特斯
拉称，取消方案将立即生效，只在需要维修特定部件时，才会建议车主把车带到服
务中心。这样一来，车辆在车库的时间就会减少，在路上的时间就会增加。这项服
务可以通过特斯拉应用直接预订，该应用还可以作为车辆和车主账户的中央控制点。



通用汽车证实在密歇根州投 3 亿美元造雪佛兰电动汽车
据路透社报道，通用汽车公司周五证实，它将在底特律郊区的一家装配厂投资 3 亿
美元，增加 400 个工作岗位，以生产一款新的雪佛兰电动汽车。通用汽车没有透露
新款电动汽车的名称或生产时间，但表示它将与现有的雪佛兰 Bolt 电动汽车在同一
平台上制造。 新款雪佛兰电动汽车的其他产品信息和时间点将在临近生产时发布。



恒大新能源汽车计划 3-10 年实现 50 万-100 万辆产能
3 月 22 日，恒大健康召开业绩会宣布，恒大拥有已达到量产能力的瑞典特罗尔海坦
研发制造基地，天津基地计划今年 6 月全面投产，并正筹建上海与广州基地，计划
在 3 年内实现 50 万-100 万辆产能建设，逐步实现量产。董事会主席时守明表示，恒
大已经完成布局新能源汽车全产业，力争 3-5 年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
源汽车集团。



宁德时代电池技术实现重要突破 能量密度达 304Wh/kg
今日从中国锂离子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获悉，该公司研发团队攻
克动力电池正极和负极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开发出比能量（质量能量密度）达
304Wh/kg 的样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业内分析认为，目前宁德时代的技
术突破已获得实验成功，随着相关的技术逐渐进入市场化应用阶段，将显著提升国
产动力电池核心竞争力。



比亚迪 e 系列正式发布 年内推 5 款新车
继 2018 年发布 e 平台之后，比亚迪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正式发布 e 系列，比亚迪 e
系列诞生于 e 平台，与王朝 EV 系列同源并行。未来 e 系列与王朝 EV 系列将有所区
别，e 系列更加注重品质性价比、新智行体验，王朝 EV 系列更加注重技术引领、极
致性能体验。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全面覆盖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不同用户群体。



续航有望达到 450km 奔驰首款电动 SUV 申报图曝光
近日,电车资源从工信部获悉了国产奔驰 EQC 的申报信息，根据此前官方公布的消息，
新车定位于一款纯电动中型 SUV，并将于 2019 年年底在国内投产并销售上市，而奔
驰 EQC 也是奔驰品牌旗下的首款纯电动车型，预计售价区间在 50-60 万元。

2.4 智能汽车和车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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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做好自动驾驶出租车筹备工作 即将上路行驶

据外媒报道，未来迪拜街头将出现智能出租车，该类车辆并未配置人类驾驶员。据
车辆研发商 DG World 和迪拜硅绿洲透露，迪拜的首辆自动驾驶已做好了上路行驶的
准备。DG World 表示，该款智能出租车的试运行很成功，车载技术通过了安全性要
求。当车辆遭遇潜在的技术故障时，只需轻松按下一个扭矩，驾驶员就能轻松呼叫
辅助服务支持，将车辆从自动驾驶模式切换到人工驾驶模式。


沃尔沃 2020 年所有车型安装传感器 监控醉酒或疲劳驾驶
沃尔沃计划从 2020 年初开始在其汽车上安装摄像头和传感器，监控司机醉酒或分心
的迹象，并采取干预措施防止事故发生。这标志着沃尔沃朝着在 2020 年前消除乘客
死亡人数的承诺又迈出了一步。沃尔沃表示，如果司机被发现醉酒、疲劳或因查看
手机而分心——这是导致事故的最大因素之一——可能会限制车速、在呼叫协助服
务中提醒车主，或者直接减速并停车。



英国计划大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出口
近日，英国交通部发布报告称，预计到 2035 年英国智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出
口将达 150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1331 亿元）
。这份名为《移动未来：城市战略》的
报告指出，数据和物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交通领域的商业模式正发生深
刻变革。因此，要加大实验力度、鼓励数据分享和利用，打造英国在零排放汽车、
车联网、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获得更大竞争优势。



大陆、诺基亚等合作项目 证实 MEC 是实现网联驾驶的关键技术
据外媒报道，大陆集团（Continental）、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弗劳恩霍夫
通讯技术系统研究所（Fraunhofer ESK）
、MHP 和诺基亚合作进行了 Car2MEC 项目，
并在德国 A9 高速公路数字试车跑道上经过两年的密集测试和试验之后，得出了几个
主要结论：一是本地云计算（多接入边缘计算，MEC）是实现网联驾驶的关键技术，
尤其是安全驾驶的关键技术；二是进行网联驾驶工作的相关行业必须合作，才能将
概念转化成可持续发展的业务。



现代汽车推安全下车辅助功能 可防止后排乘客下车时闯入车流
据外媒报道 如今，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各种安全技术功能，普通的老式儿童安全锁似
乎已经有点过时了，至少现代（Hyundai）是这么认为，因此，该家汽车制造商把雷
达加入到了汽车配置中。安全下车辅助（Safe-exit assist）是该公司新推出的高科技
锁功能，2019 年款现代 Santa Fe 和即将上市的 2020 年款 Palisade 都具备该功能，
2019
年款现代伊兰特（Elantra）也配备了一个类似的系统。该功能利用现有的盲点雷达
传感器，如果检测到有车驶来时，可让后门保持锁定。驾驶员可按下主锁和电动车
窗控件旁边的按钮，激活安全下车辅助功能，同时也会激活隐藏在后保险杠中的雷
达传感器，并在检测到汽车侧翼有汽车移动时，锁定后车门。

3. 新上市车型
本周共有 17 款新车、改款和垂直换代车上市：
表 1：本周新上市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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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名称

新车类型

车身形式

厂商

价格

速腾

垂直换代

三厢车

一汽-大众

13.18-21.88 万

途睿欧

改款

MPV

江铃福特

17.69-35.68 万

标致 508

垂直换代

三厢车

东风标致

15.97-22.57 万

柯珞克

改款

SUV

上汽斯柯达

13.99-18.74 万

领克 02

改款

SUV

领克

12.28-19.28 万

奔驰 E 级

改款

三厢车

奔驰(进口)

44.28-70.28 万

起亚 KX5

改款

SUV

东风悦达起亚

15.48-23.18 万

MINI CLUBMAN

改款

两厢车

MINI(进口)

23.78-32.78 万

大乘 G60

新车

SUV

大乘汽车

大乘 G60

长安 CS15

改款

SUV

长安汽车

5.39-7.89 万

科鲁泽

新车

三厢车

上汽通用雪佛兰

8.99-11.99 万

亚洲龙

新车

三厢车

一汽丰田

20.88-24.48 万

宝马 i8

改款

三厢车

宝马(进口)

179.80-195.80 万

御风 S16

改款

SUV

东风汽车

11.78-28.98 万

宝马 i3

改款

两厢车

宝马(进口)

33.98-40.58 万

亚洲龙双擎

新车

三厢车

一汽丰田

22.68-28.98 万

宝马 X1 新能源

改款

SUV

华晨宝马

39.38 万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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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的指
导意见》：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八部
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
导意见》”）
，正式将甲醇汽车提到汽车产业和消费市场的层面。《指导意见》明确指
出，要坚持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安全可控，在具备应用条件的地区发展甲醇汽车。
强化甲醇汽车产业合理布局，加快完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市场应用保障体系，
提高市场应用水平，保持我国甲醇汽车及相关产业在产品、技术及专用装备领域的
国际领先地位，加快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汽车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此外，
《指导意见》还从甲醇汽车制造
体系建设、甲醇燃料生产及加注体系建设、加强甲醇汽车监管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
求。同时，
《指导意见》还提出，重点在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
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 M100 甲醇汽车的应用，并鼓励在有条件地
区的公务、出租、短途客运等领域使用甲醇汽车。建议关注已布局甲醇汽车的吉利
汽车、宇通客车。



一汽、东风、长安联手腾讯、阿里和苏宁等成立共享出行公司：一汽集团、东风汽
车、长安汽车三大央企汽车集团携手苏宁投资、腾讯、世嘉利、阿里、无锡飞叶、
荣巽、南京恒创、南京领行共同投资设立南京领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为 97.6 亿元，其中苏宁认缴出资额 17 亿元，占股比 17.42%;
一汽、东风、长安分别认缴出资额 16 亿元，分别占股比 16.39%；腾讯、阿里、南京
恒创等五家公司认缴出资总额 22.5 亿元，共计占股比 23.06%。该投资公司投资方向
为：拟投资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共享出行产业，组建出行公司，本合伙企业仅投资
出行公司，不从事其他业务。出行公司由三大央企汽车集团联合互联网、金融、零
售等行业头部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项目以打造网联化、共享化的“智慧出行新生态”
为目标，以为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高安全、高效率的出行和更加愉悦的生活方式
为出发点，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出行服务企业。此次三大央企汽车集团联

合互联网、金融等行业的不同公司出资布局共享出行产业，将进一步加速汽车网联
化、共享化的行业演变，建议关注东风汽车、长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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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加速下滑风险，汽车行业竞争加剧风险，乘用车需求下滑超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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