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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4.48%，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55%，跑
输大盘 0.9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3.43%；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5.15%；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4.60%；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4.04%。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龙马环卫、金杯汽车、亚太股份、易见股份、川环
科技；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份、正海磁材、江铃汽车、福达股份、宁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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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

行业新闻

1）工信部第 321 批新车公示：256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2）工信部启动第二
轮新能源汽车安全排查；3）成都发布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6 月 25 日前注
册的新车按中央标准 50%给予补贴；4）长沙发放 49 张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
路测试牌照，百度获发 45 张；5）广州正式发放自动驾驶路测牌照。



公司新闻

1）东风汽车拟 5.94 亿元参与投资设立新能源产业基金；2）腾龙股份 2200
万入股新源动力，收购氢燃料电池电堆企业；3）亚太股份与华晟基金签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推进无人驾驶应用；4）江淮汽车获得政府补助 7876.22
万元；5）化解资金压力，车和家拟搭建 VIE 架构并实施重组。

0.13



0.08
0.03
-0.02
-0.07
-0.12
03/19

04/19

04/19

汽车

行
业
周
报

[Table_Doc]
相关研究报告

05/19

05/19

沪深300

06/19

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今年进入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和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车型数量稳步提升，
其中低成本的磷酸铁锂电池占比在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中都有所提升，而
应用三元电池的乘用车车型中高电池能量密度的车型占比不断提升。我们认
为，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大幅退坡和技术标准的提高，使新能源汽车行业走向
“消费分级”
，中高端车型和低端车型将持续分化，国内外车企加大投资布局
以形成良性竞争，同时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明确新能源汽车取消限行、限购，
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继续较快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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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将不断
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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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退坡将助推行业持续
分化，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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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广州、长沙先后发放 74 张自动驾驶路测牌照，至
今各地已颁发 183 张路测牌照，政府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车企、信息通
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将持续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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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4.48%，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55%，跑输大
盘 0.94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3.43%；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5.15%；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4.60%；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4.04%。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龙马环卫（44.20%）
、金杯汽车（18.28%）、亚太股份
（17.81%）、易见股份（17.57%）
、川环科技（14.04%）；跌幅居前的有光洋股
份（-12.86%）
、正海磁材（-9.53%）
、江铃汽车（-9.23%）
、福达股份（-5.15%）、
宁德时代（-4.28%）
。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6.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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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6.17-06.21）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6.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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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工信部第 321 批新车公示：256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2019 年 6 月 18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在官方网站公示了申报第 321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新产品，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共有 78 户企业的 286 个型号，其中纯电动
产品共 74 户企业 256 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共 12 户企业 19 个型号、燃
料电池产品共 8 户企业 11 个型号。（来源：第一电动网）
2、工信部启动第二轮新能源汽车安全排查。6 月 17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
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求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对
本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对已售车辆、库存车辆的
防水保护、高压线束、车辆碰撞、车载动力电池、车载充电装置、电池箱、机械
部件和易损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前期已进行过检查的车辆，可不再重复检
查。企业应当承担新能源汽车安全第一责任，对发生起火燃烧事故的，企业应及
时开展事故调查，生产企业应在 12 小时内（如造成人员死亡或重大社会影响的，
应在 6 小时内）将事故的基本信息，48 小时以内将事故详细信息，主动上报新能
源汽车工作联席会议牵头部门和装备中心。（来源：电车汇）
3、成都发布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6 月 25 日前注册的新车按中央标准 50%给予
补贴。6 月 18 日，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5 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印发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市级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实施细则》明确了成都市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标准，即在中央财政补贴基础上，给予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
50%的市级配套补贴。《实施细则》将从 6 月 18 日起施行，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25 日期间在成都市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
车新车；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则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车。（来源：wind 资讯）
4、长沙发放 49 张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牌照，百度获发 45 张。6 月 21 日，
在长沙市人工智能政策及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规则体系新闻发布会上，长沙一
次性为 5 家企业发放了 49 张测试牌照。49 张测试牌照中，中车时代和长沙智能
驾驶研究院各获发 1 张自动驾驶公交车测试牌照，北京福田戴姆勒和嬴彻科技各
获发 1 张自动驾驶物流重卡测试牌照，百度获发 45 张自动驾驶乘用车测试牌照。
长沙发放的测试牌照已涵盖公交车、乘用车、环卫作业车和重卡 4 种类型。
（来
源：中国新闻网）
5、广州正式发放自动驾驶路测牌照。6 月 20 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等联合举办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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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运营中心成立暨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授牌”
活动。活动现场，广汽集团、小马智行、文远知行、景骐科技、裹动智驾（AutoX）、
深兰科技等 6 家企业共 24 台车辆获得广州市首批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创单
次发放最大记录。其中，
“01 号”车牌被文远知行收入囊中。（来源：e 公司）

3.公司重要信息
1、东风汽车拟 5.94 亿元参与投资设立新能源产业基金。东风汽车 6 月 21 日晚
间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 5.94 亿元（其中首期投资额为 2.97 亿元，后期依
据子基金设立情况分期出资）与北京瑞和、汉江控股共同设立“东风汉江基金”
，
东风汽车为有限合伙人。东风汉江基金总规模为 12 亿元，首期规模 6 亿元，公
司认缴比例为 49.5%。此次投资面向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针对东风新能源汽车
销售端，重点支持东风新能源汽车的运营项目。
（来源：wind 资讯）
2、腾龙股份 2200 万入股新源动力，收购氢燃料电池电堆企业。6 月 19 日晚间，
腾龙股份发布公告，出资人民币 2200 万元，收购氢燃料电池电堆企业-新源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3.57%的股份，即按照每股 5.5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由此换算新源
动力的最新估值达到 6.16 亿。2001 年，新源动力由上汽、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宜兴四通家电、兰州长城电动、南都、上海特玺、武汉理工大产业
集团等出资成立。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燃料电池产业化的股份制企业，是国家燃
料电池技术标准制定的副主任委员单位、“燃料电池及氢源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承建单位。
（来源：北极星电力）
3、亚太股份与华晟基金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手推进无人驾驶应用。6 月 18
日，亚太股份(002284)宣布，公司与华晟基金于 2019 年 06 月 18 日签署了《关
于中国云城无人驾驶产业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华晟基金大力支持亚太股份在
中国云城无人驾驶的发展，并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为亚太股份在本区
域内项目开展提供政策上的扶持资源上的保障及应用上的推广。亚太股份与中国
云城将联手推进无人驾驶应用，以此为契机，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在云城推进设
立联合工作室。与此同时，双方共同推进在无人驾驶配套设备自主研发及应用领
域的融合发展，致力于打造国内乃至国际的知名品牌。
（来源：格隆汇）
4、江淮汽车获得政府补助 7876.22 万元。6 月 20 日，江淮汽车(600418.SH)公
布，截至 2019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
约 7876.22 万元人民币(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
（来源：格隆汇）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6 of 11

汽车行业周报
5、化解资金压力，车和家拟搭建 VIE 架构并实施重组。6 月 17 日晚间，车和家
股东之一的利欧股份(002131) 发布一则《关于将公司持有的境内北京车和家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股权重组为境外股权的公告》，该公告披露，车和家拟搭建 VIE 架
构并实施相关重组。根据公告信息，上述重组完成后，车和家股东将通过持有注
册于开曼群岛 LeadingIdealInc.（“开曼公司”）的股份，间接持有车和家及其附
属公司权益。开曼公司在中国境内的下属子公司将通过协议控制车和家，使得车
和家成为开曼公司的可实现利益提供者。利欧股份称，车和家致力于新能源汽车
的研发和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若开曼公司成功上市，有助于缓解现有股
东后续资金投入的压力；同时公司将持有车和家的股权重组为持有开曼公司股权
也是为了保证公司持有车和家的利益并降低公司风险，通过对外投资获得上市流
动性，可以维护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来源：盖世汽车）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今年进入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和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车型数量稳步提升，其中
低成本的磷酸铁锂电池占比在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中都有所提升，而应用三元
电池的乘用车车型中高电池能量密度的车型占比不断提升。我们认为，新能源汽
车补贴的大幅退坡和技术标准的提高，使新能源汽车行业走向“消费分级”
，中高
端车型和低端车型将持续分化，国内外车企加大投资布局以形成良性竞争，同时
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明确新能源汽车取消限行、限购，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将继续
较快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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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汽车发展将不断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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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退坡将助推行业持续分化，具备技术储备和客户渠道优势的龙头企业
将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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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京、广州、长沙先后发放 74 张自动驾驶路测牌照，至今
各地已颁发 183 张路测牌照，政府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车企、信息通信企业
和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将持续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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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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