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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下跌 1.13%，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下跌 2.37%，跑
输大盘 1.2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0.27%；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5.29%；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下跌 3.79%；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下跌 3.99%。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龙马环卫、路畅科技、华域汽车、万丰奥威、长城
汽车；跌幅居前的有力帆股份、中国重汽、江铃汽车、跃岭股份、一汽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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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

行业新闻

1）发改委：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2）
年底前发布，新双积分政策或迎来 5 大调整；3）重庆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
贴政策发布，加氢站最高补贴 200 万；4）第九批减免车船税车型目录发布，
444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5）我国推进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参考架构研究，
为自动驾驶“提速”
。



公司新闻

1）比亚迪 5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2.19 万辆，同比增长 53.77%；2）广汽集团
前 5 月销量超 81 万辆，广丰大增 25.12%；3）北汽蓝谷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5
月销量 9009 辆，同比下降 49.68%；4）金龙汽车子公司收到新能源汽车推
广补贴 10.79 亿元；5）德尔股份与日本龙野开展氢气加注机研发与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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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最终落地，提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
已实行的应当取消”
，我们认为，后续各地政府有望相继推出具体政策，将利
好北京、上海等新能源汽车限购城市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我们认为，整个新
能源汽车行业正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
，市场竞争愈加充分，未来
新能源汽车市场供给将持续改善，并将面临“消费分级”
，中高端车型和低端
车型将持续分化，整体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而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在国家支
持下进展加快，企业对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的布局加大，后续随着燃料电池
研发技术不断突破、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燃料电池汽车未来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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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
新能源汽车板块“看好”评级，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优
质龙头企业，推荐比亚迪（002594）、宇通客车（600066）、宁德时代（300750，
电新组覆盖）
。
智能汽车方面，在政策驱动和市场发展下，车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
业的合作将持续不断深入，同时 5G 商用牌照已正式发放，后续随着 5G 研发
应用进程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将提速，随着更多的“爆款”产品
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效应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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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四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下跌 1.13%，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下跌 2.37%，跑输大
盘 1.2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0.27%；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5.29%；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下跌 3.79%；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下跌 3.99%。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龙马环卫（10.88%）、路畅科技（6.18%）、华域汽车
（4.03%）、万丰奥威（3.73%）、长城汽车（3.39%）；跌幅居前的有力帆股份
（-22.60%）
、中国重汽（-17.33%）
、江铃汽车（-16.45%）
、跃岭股份（-13.97%）、
一汽夏利（-13.82%）。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6.0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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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6.03-06.06）
12%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6.03-06.06）
力帆股份

10.88%

中国重汽

江铃汽车

跃岭股份

一汽夏利

-13.97%

-13.82%

0%
10%

-5%

8%
6.18%

-10%

6%
4.03%
4%

3.73%

3.39%

-15%

2%

-17.33%

-20%

-16.45%

0%
龙马环卫

路畅科技

华域汽车

万丰奥威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长城汽车

-25%

-22.60%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4 of 10

汽车行业周报

2.行业重要信息
1、发改委：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6 月 6
日，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
方案（2019-2020 年）》，坚决破除乘用车消费障碍。严禁各地出台新的汽车限购
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污染治理、交通需求管
控效果，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结合路段拥堵情况合理设置拥堵区域，
研究探索拥堵区域内外车辆分类使用政策，原则上对拥堵区域外不予限购。实施
方案还明确，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鼓励
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在停车费
等方面给予新能源汽车优惠，探索设立零排放区试点。（来源：第一电动网）
2、年底前发布，新双积分政策或迎来 5 大调整。据汽车之家获悉，新的双积分
政策草案或于 6 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对当前新能源积分供大于求、纯电动车
型电耗高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油耗高等伪节能现象做出调整，同时或增加对未
达标车企的经济处罚等措施，让双积分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双积分政策并不仅仅
是影响车企的事，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其接下来选择的车型、性能、价格等
均将发生新的改变。
（来源：汽车之家）
3、重庆 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发布，加氢站最高补贴 200 万。近日重庆
市经信委与市财政局、市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9 年度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通知提到，将在购置、充电设施建设、充电
费用、加氢站建设四个方面进行补贴。重庆市的补贴政策延续了中央补贴政策的
精神，将政策重点从“补车”改为“补电”
，并加强了对充电桩、加氢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持。其中充电设施建设方面：补贴对象为本市面向全社会公众开放的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为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分时租赁车、物流车、环卫车
服务的专用充电基础设施，给予 400 元/千瓦建设补贴。加氢站建设补贴：加氢站
建设补贴的标准按照日加氢能力分档次给予补贴，最高补贴 200 万。
（来源：盖
世汽车）
4、第九批减免车船税车型目录发布，444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6 月 6 日，工信部
发布《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九批)》，其
中新能源汽车共 444 款，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18 款、纯电动商用车 405
款、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 14 款、燃料电池商用车 7 款。
（来源：第一电动网）
5、我国推进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参考架构研究，为自动驾驶“提速”。中国软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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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评测中心日前发布《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参考架构 1.0（2019 年）
》，通过推
进参考架构的研究梳理，有助于加快推动车载智能计算基础平台的持续健康发展。
该发布显示，部分国外企业在积极研发的同时，通过收购补齐技术短板，部分产
品已实现量产，国内企业也在不断加大投入，加快产业布局。
（来源：新华社）

3.公司重要信息
1、比亚迪 5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2.19 万辆，同比增长 53.77%。6 月 6 日，比亚
迪(002594.SZ)发布 2019 年 5 月销量快报，合计销量 33,920 辆，同比下降
10.22%；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21,899 辆，同比增长 53.77%；燃油汽车销量
12,021 辆，同比下降 48.93%。1-5 月，累计销量 189,337 辆，同比增长 1.29%；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119,082 辆，同比增长 106.04%；燃油汽车销量 70,255
辆，同比下降 45.59%。（来源：格隆汇）
2、广汽集团前 5 月销量超 81 万辆，广丰大增 25.12%。6 月 6 日，广汽集团发
布 2019 年 5 月份产销快报，集团在 5 月单月实现产量 151,051 辆，其中，广汽
本田实现产量 65,082 辆，同比增长 25.32%；广汽丰田实现产量 47,381 辆。集
团在今年前 5 个月累计实现产量 790,184 辆，其中，广汽本田实现产量 312,369
辆，同比增长 10.75%；广汽丰田实现产量 232,120 辆，同比增长 16.56%。集团
在 5 月单月实现销量 159,138 辆，其中，广汽本田实现销量 65,215 辆，同比增
长 25.1%；广汽丰田实现销量 50,600 辆，同比增长 0.1%。集团在今年前 5 个月
累计实现销量 810,590 辆，其中，广汽本田实现销量 323,167 辆，同比增长
18.28%；广汽丰田实现销量 255,72 辆，同比增长 25.12%。
（来源：格隆汇）
3、北汽蓝谷子公司北汽新能源 5 月销量 9009 辆，同比下降 49.68%。6 月 6 日，
北汽蓝谷(600733.SH)发布子公司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份产
销快报，产量 1806 辆，同比下降 61.97%；销量 9009 辆，同比下降 49.68%。
1-5 月，累计产量 5236 辆，同比下降 86.60%；累计销量 39087 辆，同比下降
19.83%。
（来源：格隆汇）
4、金龙汽车子公司收到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 10.79 亿元。金龙汽车(600686)6
月 3 日晚间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新
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款合计 10.79 亿元，补贴款将直接冲减已销售新能源客车形成
的应收账款，对公司现金流产生积极影响。（来源：e 公司）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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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尔股份与日本龙野开展氢气加注机研发与生产销售。德尔股份公告称，公
司与日本龙野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龙野，签订《氢气加注机生产销售及持续提供
的基本合同》及《氢气加注机技术提供合同》
，决定共同开展氢气加注机的研发与
生产销售。其中，日本龙野、上海龙野将为公司生产的氢气加注机提供主要部件，
由公司进行生产，在中国国内销售。此次合作将助力公司氢能源产业的发展。
（来
源：wind 资讯）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最终落地，提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
实行的应当取消”，我们认为，后续各地政府有望相继推出具体政策，将利好北
京、上海等新能源汽车限购城市的新能源汽车销售。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汽车
行业正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市场竞争愈加充分，未来新能源汽车
市场供给将持续改善，并将面临“消费分级”，中高端车型和低端车型将持续分
化，整体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而燃料电池汽车的发展在国家支持下进展加快，企
业对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的布局加大，后续随着燃料电池研发技术不断突破、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燃料电池汽车未来可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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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新能源汽车板块“看好”评
级，建议关注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优质龙头企业，推荐比亚迪
（002594）、宇通客车（600066）、宁德时代（300750，电新组覆盖）。
智能汽车方面，在政策驱动和市场发展下，车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
合作将持续不断深入，同时 5G 商用牌照已正式发放，后续随着 5G 研发应用进
程加快，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发展将提速，随着更多的“爆款”产品推动供给创
造需求效应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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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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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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