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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华菱星马、今飞凯达、德赛西威、亚星客车、长城
汽车；跌幅居前的有德宏股份、龙马环卫、申华控股、正海磁材、蓝黛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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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1）公安部交管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 344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7%；
2）习近平：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3）四部委：推
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化应用；4）工信部：2021-2035 新能源汽车规划
及双积分新政即将出台；5）四部委公布 2018 年双积分成绩，141 家车企产
生新能源正积分 403.53 万分。



公司新闻

1）比亚迪 6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2.66 万辆，同比增长 55.5%；2）上汽集团 6
月汽车销量约 46.65 万辆，同比下降 15.97%；3）广汽集团 6 月汽车销量达
18.90 万辆，同比逆势增长 5.59%；4）江淮汽车上半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3.91
万辆，同比增长 95.01%；5）宁德时代发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 3838
名激励对象发行 1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6）亚太股份成为奇瑞新能源的零部
件开发和生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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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行情

上周五个交易日，沪深 300 上涨 1.69%，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99%，跑
赢大盘 2.30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5.99%；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4.74%；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2.91%；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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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截至 2019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44 万辆，较去年年底增加 83 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增长至 1.37%，新能源汽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
提升；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表述要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
发展，新能源汽车发展将进一步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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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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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电动汽车地补取消下，燃料电池汽车的地补依然存在，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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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界的大力发展下，新能源汽车将加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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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同时车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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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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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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上涨 3.99%，跑赢大
盘 2.30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5.99%；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4.74%；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2.91%；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50%。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华菱星马（22.93%）
、今飞凯达（15.07%）、德赛西威
（12.86%）、亚星客车（12.33%）、长城汽车（11.00%）；跌幅居前的有德宏股
份（-8.14%）
、龙马环卫（-7.49%）
、申华控股（-6.30%）
、正海磁材（-5.86%）
、
蓝黛传动（-5.56%）
。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7.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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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7.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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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7.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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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公安部交管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 344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7%。7
月 3 日，公安部交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最新数据。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4 亿辆，其中汽车 2.5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4.2 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 3.8 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44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7%，
与去年年底相比，增加 83 万辆，增长 31.87%；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45 万辆，
增长 72.85%。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281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74%。
（来源：第一电动网）
2、习近平：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央视新闻报道，7
月 2 日，2019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博鳌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孕育兴起，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不仅为各国经济增长注入
强劲新动能，也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改善全球生态环
境。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希望各位嘉宾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深化新能源
汽车产业交流合作，让创新科技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来源：wind）
3、四部委：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化应用。7 月 1 日，国家能源局、国家
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联合发布《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2019-2020 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计划”）。在新能源汽车方面，计
划明确推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化应用：1）开展充电设施与电网互动研究。
组织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相关方面开展充电设施与电网互动等课题研究，
2020 年，研究开展试点示范等相关工作；2）完善储能相关基础设施。持续推进
停车充电一体化建设，促进能源交通融合发展，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储能化应
用奠定基础。（来源：第一电动网）
4、工信部：2021-2035 新能源汽车规划及双积分新政即将出台。2019 世界新能
源汽车大会于 7 月 1 日-3 日在博鳌举行，在全体大会现场，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发表了主题演讲。辛国斌表示，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新能源
产业发展路径，工信部正在加紧牵头编制 2021-2035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据了解，新规划的总体思路包括以下三大方面：一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核心，兼
容多种技术路线；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三、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国内
和国外的关系，走出一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针对行业关注的新能源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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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以及双积分政策两大问题，辛国斌表示，工信部正在加快健全安全保障体系，
同时也在全国开展全行业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据悉，通过对现行双积分政策实
施以来的总结，工信部正在拟定 2021-2023 双积分政策实施草案，并即将进入公
开征求意见阶段。（来源：腾讯汽车）
5、四部委公布 2018 年双积分成绩，141 家车企产生新能源正积分 403.53 万分。
7 月 2 日，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2018 年度中国乘
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2018 年度中国境内 141 家乘
用车企业共生产/进口乘用车 2313.91 万辆(含新能源乘用车，不含出口乘用车，
下同)，
行业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为 1456 公斤，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 5.80 升/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992.99 万分，燃料消耗量负积分为 295.13 万分，新
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403.53 万分。
（来源：第一电动网）

3.公司重要信息
1、比亚迪 6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 2.66 万辆，同比增长 55.5%。7 月 5 日，比亚迪
(002594.SZ)发布 2019 年 6 月销量快报，合计销量 38,735 辆，同比增长 3.08%；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26,571 辆，同比增长 55.5%；燃油汽车销量 12,164 辆，
同比下降 40.63%。1-6 月，累计销量 228,072 辆，同比增长 1.59%；其中，新
能源汽车销量 145,653 辆，同比增长 94.50%；燃油汽车销量 82,419 辆，同比下
降 44.91%。公司 2019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
1.283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约 8.186GWh。
（来源：格隆汇）
2、上汽集团 6 月汽车销量约 46.65 万辆，同比下降 15.97%。7 月 4 日，上汽集
团(600104.SH)披露 2019 年 6 月份产销快报，产量 464,635 辆，同比下降 16.13%；
销量 466,539 辆，同比下降 15.97%。1-6 月，累计产量 2,857,259 辆，同比下降
20.80%；累计销量 2,937,296 辆，同比下降 16.62%。
（来源：格隆汇）
3、广汽集团 6 月汽车销量达 18.90 万辆，同比逆势增长 5.59%。7 月 5 日，广
汽集团(601238.SH)发布 2019 年 6 月份产销快报，汽车产量 157,973 辆，同比
下降 19.12%；销量 188,970 辆，同比增长 5.59%。1-6 月，汽车累计产量 948,157
辆，同比下降 9.49%；累计销量 999,560 辆，同比下降 1.69%。
（来源：格隆汇）
4、江淮汽车上半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3.91 万辆，同比增长 95.01%。7 月 5 日，
江淮汽车(600418.SH)披露 2019 年 6 月产销快报，产量合计 30667 辆，同比增
长 9.68%；销量合计 31756 辆，同比增长 11.47%，其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984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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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同比增长 429.42%。1-6 月，累计产量 237755 辆，同比下降 6.65%；累计
销量 235155 辆，同比下降 6.78%，其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 39065 辆，同比增长
95.01%。
（来源：wind）
5、宁德时代发布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向 3838 名激励对象发行 1900 万股限
制性股票。宁德时代(300750)7 月 2 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向 3838 名激励对象定
向发行 1,900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0.87%，
股票授予价格为 35.67 元/股。本激励计划授予中层管理人员及部分核心骨干员工
限制性股票的限售期分别为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48 个月、60 个月；核
心骨干员工的限售期分别为 12 个月、24 个月。
（来源：wind）
6、亚太股份成为奇瑞新能源的零部件开发和生产供应商。亚太股份(002284)7
月 4 日晚间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奇瑞新能源的新产品定点通知，公司将作为奇
瑞新能源的零部件开发和生产供应商，开发和生产 S61EV 项目 ADAS 产品，公
司将按照奇瑞新能源的要求完成开发及量产工作。该产品的定点意味着公司的智
能驾驶技术得到了奇瑞新能源的认可，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等也得到
了一致的认定。
（来源：e 公司）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截至 2019 年 6 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44 万辆，较去年年底增加 83 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增长至 1.37%，
新能源汽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提升；
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表述要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展，新能
源汽车发展将进一步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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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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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纯电动汽
车地补取消下，燃料电池汽车的地补依然存在，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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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界的大力发展下，新能源
汽车将加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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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同时车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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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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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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