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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行情回顾：汽车板块本周跌幅 1.6%，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4 个百分点。二
级板块方面，汽车整车下跌 0.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 个百分点。整车
板块下，乘用、货车、客车子版块分别下跌 0.2%、1.7%、1.7%。本周汽
车零部件下跌 2.3%，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1 个百分点，汽车服务板块下跌
0.6%，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4 个百分点。本周沪深 300 指数表现高于上证
综指 0.6 个百分点，汽车板块整体表现较差。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购置税：6 月 28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
继续执行的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公告指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本公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政策最早从 2014 年 9 月开始执行，
直接刺激了市场的快速增长。2017 年底到期后，政府部门又发布了延续
性政策，将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期限延长了三年至 2020 年底，同时也提
高了车型申报的技术参数要求。而去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在中国境内购置汽
车、排气量超过一百五十毫升的摩托车等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依法缴纳
10%的车辆购置税。这使得外界曾猜测今年 7 月 1 日起新能源车或将不再
免除购置税。此次政策发布，可谓官方“辟谣”。建议关注新能源汽车行

<<5 月销量继续下滑，CES 亚洲展智能座舱
抢眼>> 2019-06-15
<<三部委发布推动消费升级方案，四家企
业获颁 5G 牌照>> 2019-06-10

http://www.cgws.com

业龙头比亚迪以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迅速崛起且持续发力的上汽集团。


蔚来大规模召回 ES8：蔚来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确定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召回搭载了 2018 年 4 月 2 日
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期间生产的动力电池包的蔚来 ES8 电动汽车，共计
4803 辆，召回原因为：事故车使用的电池包搭载规格型号为 NEV-P50 的
模组，模组内的电压采样线束存在由于个别走向不当而被盖板积压的可能
性，在极端情况下，被挤压的电压采样线束表皮绝缘材料可能发生摩擦，
造成短路。根据蔚来官方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5 月份，蔚来 ES8 电动汽
车共交付 17550 台，而此次找召回涉及近 1/4 的车辆，召回范围较大。此
次召回事件使蔚来成为国内新能源市场首个宣布召回计划的厂商，也表明
新能源汽车在产品安全稳定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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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板块本周跌幅 1.6%，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4 个百分点。二级板
块方面，汽车整车下跌 0.5%，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 个百分点。整车板块下，乘用、
货车、客车子版块分别下跌 0.2%、1.7%、1.7%。本周汽车零部件下跌 2.3%，跑输沪
深 300 指数 2.1 个百分点，
汽车服务板块下跌 0.6%，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4 个百分点。
本周沪深 300 指数表现高于上证综指 0.6 个百分点，汽车板块整体表现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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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桩指数跌幅最大，达到 3.8%。新能源汽
车、智能汽车、锂电池指数、汽车后市场、车联网、传统汽车本周分别下跌 2.4%、
2.2%、2.3%、1.4%、2.8%、1.6%。

图 2：汽车热点方向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行业表现：本周上证综指跌幅 0.8%，27 个行业中，6 个行业实现上涨，21 个行业出
现下跌，汽车行业跌幅为 1.6%。食品饮料、休闲服务、建筑材料涨幅居前三位，分

别为 2.9%、1.6%、1.3%；传媒、计算机、农林牧渔跌幅居前，分别为-3.9%、-2.7%、
-2.6%。汽车行业在所有 27 个行业中位居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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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科技、东风汽车、悦达投资涨幅
居前，为 12.9%、6.8%、4.5%；当升科技、金固股份、光洋股份跌幅居前，分别为-6.7%、
-6.5%和-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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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扬（002434）公司发布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
-2019 年 2 月 27 日合计回购公司 3740 万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由 135,000 万元减少
至 134,000 万元；剩余 2,740 万股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 201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 1,312,600,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
年 7 月 1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 年 7 月 2 日。



宁波华翔（002048）公司发布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综合考虑未
来募投项目——“碳纤维生产线技改项目”和“自然纤维生产线技改项目”的资金
使用计划，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前提下，本次会议同意继续将不超过
80,000 万元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流动资金实际

情况及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调剂使用，使用期限为 10 个月，即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
至 2020 年 4 月 25 日止。


一汽轿车（000800）公司发布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布局
的规划以及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的需要，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名称暂定为一汽奔腾轿车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根据公司之前发布的公告，公司拟以除保留资产外的其他
资产与一汽股份持有的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置换，根据本次重组的
方案，在本次重组交割过程中，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将置出资产转入该公司后，
将该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一汽股份。据此，公司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用以承接本
次重组中的置出资产。本次投资有利于简化本次重组的交割程序，不会对公司财务
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汽夏利（000927）公司发布关于间接股东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司近日收到公
司第二大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集团”）的通知，天津津
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拟并购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持
百利集团 100%股权，该事项已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百利集团已取得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小康股份（601127）公司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引入投资者的公告：公司拟引进重庆
金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全资子公司重庆金康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拟增资金额为 9.6 亿元。公司基于发展新电动汽车的战略，拟引入外部
股东优化资本结构，金新基金拟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康新能源，本次增资完成后，
金康新能源注册资本由 40 亿元增加至 49.6 亿元，新进股东金新基金持股比例为
19.355%，小康股份持股比例为 80.645%。



北汽蓝谷（600733）公司发布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司子公司北京新
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于近日收到莱西市财政局《关于拨付北京新能源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的通知》（西财办[2019]146
号）和拨付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资金 14,384.94 万元。上述政府补助的获得预计对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人民币 14,384.94 万元，
拟计入其他收益科目。



伯特利（603596）公司发布关于在美国设立子公司的公告：为配合芜湖伯特利汽车
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国内团队进行汽车安全系统相关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公司在
美国密歇根州设立全资子公司芜湖伯特利美国公司，作为芜湖伯特利的海外研发中
心，注册资本 100 万美元，该研发中心将引进海外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专业人才，提
升公司产品的核心研发能力，从而为公司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奠
定基础。

2.2 相关公司新闻


SUV 成新风潮 阿斯顿·马丁将停产 Rapide
阿斯顿·马丁计划终结其 Rapide 车型。Rapide 的位置将由 DBX 和 Lagonda 接任，
而纯电版 Rapide E 将由纯电版 Lagonda 取代，从而使这款四门中大型掀背跑车彻底
退出市场。受到众多超豪华品牌推出 SUV 车型的影响，小众的阿斯顿·马丁也计划
进一步丰富其产品序列。未来将与我们见面的 DBX 和 Lagonda 便是最新成果，前者
定位更为运动，而后者偏向豪华。这两款新车未来将取代表现不佳且超过 10 年未经
过换代的 Rapide 车型，而纯电版 Rapide E 将被纯电版 Lagonda 取代。



“国六”排放标准提前实施 汽车行业迎新机遇
7 月 1 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将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生态环境
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 28 日上午表示，将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不达标车辆违法行为，确
保消费者购买到符合国六标准的车辆。从汽车销售市场看，国六车型已全面上市，
市场基本实现平稳过度。从油品供应看，2019 年 1 月 1 日全国已全面供应国六汽柴
油，为机动车国六标准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友宾说，机动车国六标准升级，
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新排放标准的实施将给汽车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武佳碧出任奥迪中国总裁 全面负责中国相关业务
新浪汽车从奥迪中国官方获悉，武佳碧（Gaby-Luise Wüst）将接替欧阳谦出任奥迪
中国总裁，该任命将于 7 月 1 日起生效，欧阳谦将担任大众汽车阿根廷分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武佳碧目前已经负责奥迪汽车股份公司中国内地及香港市场的销售
业务，以及奥迪在中国的合资合作关系。武佳碧来自英戈尔施塔特，加入奥迪后负
责奥迪在其全球最重要市场——中国的产品策略及未来发展战略。



巴黎实施史上最严排放限制措施
据路透社报道，巴黎官方表示，由于创纪录的热浪加剧了空气污染，巴黎已禁止该
地区一半以上登记在册的汽车上路，这是巴黎实施的最严厉的限制措施。据巴黎市
议会介绍，这一禁令于本周三开始实施，只要天气持续炎热，该禁令将在包括巴黎
和周边 79 个城镇在内的 A86 二环路内实施。数据公司 AAA Data 表示，在巴黎附近
的法兰西岛地区登记在册的近 500 万辆汽车将无法上路，约占总数的 60%。这是汽
车禁止上路的创纪录数字。



通用密集调整多位电动化/自动化业务高层职位
据欧洲汽车新闻网报道，通用汽车总裁马可·睿思（Mark Reuss）对公司产品开发业
务的重组仍在继续。重组的重点是纯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业务架构。今年 1 月，
通用任命全球产品开发执行副总裁睿思为总裁，负责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业务的
调整。通用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将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资源增加一倍。本
周，通用汽车在公司内部宣布了多位关键高管变动，包括全球投资组合规划副总裁
里克.斯宾纳（Rick Spina），被任命为自动驾驶汽车/电动汽车商业化和产业化副总裁。



日产将取消戈恩高达 67 亿日元退休金及股票挂钩薪酬
据彭博社报道，日产汽车将取消尚未支付的戈恩薪酬福利，这是这家日本汽车制造
商与前董事长保持距离的最新举措。日产汽车周四在提交给股东的文件中披露，戈
恩将不再享受 44.4 亿日元（合 4，100 万美元）的无薪退休福利。日产表示，一项
22.7 亿日元的股票挂钩薪酬也将被取消。



福特 2020 年底将在欧洲裁员 1.2 万人 关闭 6 座工厂
据路透社报道，福特表示，明年年底前将在欧洲裁员 12，000 人，以努力使业务扭
亏为盈。这是汽车行业削减成本浪潮的一部分。由于投资于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以及自动驾驶汽车造成的巨大投资成本挑战，欧洲汽车制造商不得不削减固定成
本，并精简其车型组合。福特表示，其已停止在俄罗斯的三家工厂的生产，正在关
闭法国和威尔士的工厂，并削减了西班牙瓦伦西亚和德国萨尔路易斯的工厂生产班
次。福特称，到 2020 年底将其在欧洲的制造基地削减 5 个。

2.3 新能源汽车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投资一能源转化公司，布局移动出行
新京报记者从日产中国官方获悉，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旗下战略风险投资公司——联
盟战略风投基金（简称“联盟风投”
）日前宣布投资科技企业 The Mobility House，
但尚未披露具体的投资财务条款。据悉，The Mobility House 是一家运用智能充电和
储能技术，将车辆电池整合到电网平台的公司。目前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成员已经与
The Mobility House 就多个项目展开合作。



丰田将在印尼投资 20 亿美元生产电动汽车
据路透社报道，印尼海事协调部长鲁胡特·潘贾坦（Luhut Pandjaitan）和丰田汽车
总裁丰田章男（Akio Toyoda）周四在大阪达成协议，丰田未来四年将在印尼投资 20
亿美元生产电动汽车，不过从混合动力车型开发开始。丰田章男在声明中表示：
“由
于印尼政府已经制定了电动汽车发展规划，丰田认为印尼是电动汽车的主要投资目
的地。
”他还表示，丰田将遵循政府的电动汽车发展计划，分阶段投资，从开发混合
动力汽车开始。



蔚来停止官方“电池租赁”模式
网上车市从蔚来汽车官方了解到：此前推广的 1660 元月租×60 期的动力电池租用方
案，近日已从蔚来 APP 下架，变更为中国银行的金融方案之一，费用和周期保持不
变，但申请流程更加繁琐。除了准备贷款所需的各项证明以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目前北京地区仅有中国银行宣武支行一个网点支持办理该项业务，且节假日休息，
您要是想完成购车手续还得趁工作日请假来。



联行科技发布充电设施互联互通基础平台
充电基础设施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快速推广应用的重要基础。目前，充电服务市场还
存在监管数据缺失、信息滞后，充电设施结构性供给不足、利用率低、故障率高，
以及平台互联互通水平低等问题。为加速充电设施领域互联互通，推动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可持续发展，6 月 30 日，作为独立第三方电动汽车生态服务主体，联行科技
发布了互联互通基础平台，以及第一款面向电动汽车用户的衍生产品——联行逸充。
平台不仅聚合了全量公共充电桩，还通过 ABC（AI+ BigDate+ Cloud）技术，衍生出
面向政府、行业、新能源车主的不同产品和解决方案。



河南速达首款电动车产品正式投放市场
历时 8 年多拿下造车资质，速达旗下首款产品终于要面世。6 月 27 日，河南速达电
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在三门峡举办产品投放市场发布会，这意味其首款纯电动车正
式投放市场。速达此次投放市场的首款车型 SA01 定位于紧凑型乘用车市场，在外观
来看，新车为三厢轿车造型，横幅式进气格栅没有抛弃传统燃油车的设计，不过蓝
色的大灯装饰彰显其新能源身份。据企业介绍，该车支持人机语音交互、远程控制
以及在线娱乐功能。新车续驶里程可达 370km，最高时速为 150Km/h，预计 2019 年
产量将会达到 2 万辆。



零跑 S01 开始批量交付
6 月 28 日，零跑汽车在杭州滨江零跑中心举办“零跑 S01 全国首批车主交车仪式“，
零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朱江明将 10 辆 S01 交付给车主，标志着零跑 S01 批量交付

正式开启。今天的交付仪式之后，后续的批量交付和大规模用户试驾将很快展开，
零跑汽车希望今年能够销售 1 万辆 S01。零跑汽车副总裁赵刚表示,尽管交付压力很
大，但他有信心完成今年的交付目标。

2.4 智能汽车和车联网


传日产、东风正与滴滴洽谈组建合资出行公司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日产汽车及其中国合作伙伴东风集团正与滴滴出行进行谈判，
计划成立一家合资企业，管理滴滴的叫车服务和汽车共享服务的车队。上述知情人
士表示，
他们还在探索日产-东风合资企业为滴滴叫车服务设计和制造汽车的可能性，
这些汽车可能是电池驱动的纯电动汽车，最终可能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一合作将有
助于日产满足中国对新能源汽车包括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生产配额要求。
去年，大众汽车与滴滴也建立了类似的合资企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利用 AI 和谷歌街景 监测路边基础设施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 RMIT（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地理空间科学家开发了一项新
项目，利用 AI 和谷歌街景图像，监测需要更换或修复的街道标识。目前，世界各地
的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手动监测和记录交通基础设施地理位
置，也使工人面临来自过往车辆的危险。RMIT 的全自动系统使用 AI 目标检测进行
训练，识别免费图像中的街道标识。研究结果显示，该系统的标识检测准确率接近
96%，类型识别准确率接近 98%，并能从 2D 图像记录它们的精确地理位置。



福特第三代自动驾驶测试车辆进行路试, Argo AI 首次开放高精地图专业数据
2019 年 6 月 28 日—— 福特第三代自动驾驶测试车辆已开始在美国五大城市进行公
开道路测试。最新测试车基于福特 Fusion 混动版进行全面升级，搭载福特与 Argo AI
合作开发的升级版虚拟驾驶系统；较上两代测试车更接近量产版，且能应对更为错
综复杂的路况。与此同时，Argo AI 业界首次向自动驾驶车辆研究人员开放其带有高
精度地图的专业数据 Argoverse。在数据开放后，能够使更多的前沿研究人员获取到
专业数据，帮助他们更好的训练、验证并测试算法及机器学习方法，令自动驾驶车
辆能够更好的理解周围的世界。



宝马新一代自适应巡航功能可识别红灯
据外媒报道，宝马正在研发下一代自适应巡航系统，新系统使用了一项新的技术对
信号灯进行识别，能够更好的运用在城市交通环境之中。宝马公司计划在近期正式
推出该系统。宝马将其名为“城市交通信号灯识别系统”
，这是对该公司自适应续航
系统所做的一次改进。新系统能够让汽车在遇到信号灯的时候自动减速，如果遇到
红灯则自动停车，全程无需司机去踩刹车踏板。宝马公司的工程师表示，这项技术
未来还能够让车辆识别路边的停止标牌。



Apple 收购自动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或继续进军自动驾驶领域
根据外媒报道，苹果公司本周二表示已经收购了自动驾驶汽车创业公司 Drive.ai。
Drive.ai 的传播和政策主管 Adrian Fine 拒绝对此次事件发表评论。不过通过苹果发言
人证实，苹果公司已直接收购该公司，但没有回答有关该交易的其他问题。据新闻
网站 Axios 报道，苹果公司已经从 Drive.ai 雇佣了数十名硬件和软件工程师。五位
前 Drive.ai 员工改变了他们的 LinkedIn 个人资料，说他们在 6 月离开了 Drive.ai，并

在同月加入了 Apple。其中四名工人在职称中列出了“特殊项目”
。这些员工包括数
据，系统和软件工程师。而此举动似乎是苹果重新投入自动驾驶汽车的的一个信号。

3. 新上市车型
本周共有 18 款新车、垂直换代、改款车上市：
表 1：本周新上市车型
厂商

新车类型

车型名称

车身形式

价格

福田汽车

新车

风景 G5

轻客

8.48-9.88 万

新车

荣威 i5

三厢车

6.89-15.28 万

改款

荣威 RX5

SUV

9.68-18.58 万

改款

名爵 HS

SUV

9.98-16.98 万

东风标致

垂直换代

标致 508

三厢车

15.97-25.47 万

上汽斯柯达

改款

柯米克

SUV

10.59-12.84 万

江淮汽车

改款

瑞风 M6

MPV

19.95-25.95 万

吉利汽车

改款

博越

SUV

9.88-16.18 万

改款

瑞虎 7

SUV

8.59-15.09 万

改款

艾瑞泽 GX

三厢车

7.49-11.39 万

改款

艾瑞泽 5

三厢车

5.99-8.49 万

奇瑞新能源

改款

奇瑞 eQ1

两厢车

5.98-7.58 万

宝马(进口)

改款

宝马 5 系(进口)

三厢车

41.99-59.39 万

华晨宝马

改款

宝马 5 系

三厢车

42.69-64.39 万

威马汽车

改款

威马 EX5

SUV

13.98-23.98 万

长安汽车

改款

奔奔 EV

两厢车

4.98-8.18 万

广汽本田

改款

冠道

SUV

22.00-32.98 万

东风风行

改款

菱智

MPV

5.59-8.99 万

上汽集团

奇瑞汽车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长城证券研究所

4. 投资建议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购置税：6 月 28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继续执行的
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公告指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购
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本公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能源汽车免购
置税政策最早从 2014 年 9 月开始执行，直接刺激了市场的快速增长。2017 年底到期
后，政府部门又发布了延续性政策，将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期限延长了三年至 2020
年底，同时也提高了车型申报的技术参数要求。而去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中
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在中国境内购置汽车、
排气量超过一百五十毫升的摩托车等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依法缴纳 10%的车辆购置税。
这使得外界曾猜测今年 7 月 1 日起新能源车或将不再免除购置税。此次政策发布，
可谓官方“辟谣”
。建议关注新能源汽车行业龙头比亚迪以及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迅速
崛起且持续发力的上汽集团。



蔚来大规模召回 ES8：蔚来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确定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起，召回搭载了 2018 年 4 月 2 日到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期间生产的
动力电池包的蔚来 ES8 电动汽车，共计 4803 辆，召回原因为：事故车使用的电池包
搭载规格型号为 NEV-P50 的模组，模组内的电压采样线束存在由于个别走向不当而
被盖板积压的可能性，在极端情况下，被挤压的电压采样线束表皮绝缘材料可能发
生摩擦，造成短路。根据蔚来官方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5 月份，蔚来 ES8 电动汽车
共交付 17550 台，而此次找召回涉及近 1/4 的车辆，召回范围较大。此次召回事件
使蔚来成为国内新能源市场首个宣布召回计划的厂商，也表明新能源汽车在产品安
全稳定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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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