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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大盘 0.35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下跌 2.01%；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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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下跌 0.70%；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59%。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华培动力、*ST 安凯、南方轴承、东方时尚、保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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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和城市物流配送车辆
的电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家战略地位未动摇。我
们坚持认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正走向“消费分级”
，在国内外车企加大投资布
局以形成良性竞争的局面下，依靠双积分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推
动，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将逐步提升，销量预计仍将保持一定增速；对于燃
料电池汽车，国家和地方的支持政策频繁发布，同时企业对产业链的布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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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将持续分化，建议关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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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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智能（300450）
。
智能汽车方面，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政府
加速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成熟，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和商业化应用可期；同时车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
网企业的合作持续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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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爆款”产品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效应将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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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跌 0.84%，汽车及零部件板块下跌 1.18%，跑输大
盘 0.35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下跌 2.01%；商用车子行业下跌 3.35%；
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下跌 0.70%；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上涨 1.59%。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华培动力（60.52%）
、*ST 安凯（19.70%）
、南方轴承
（17.93%）、东方时尚（17.66%）
、保隆科技（15.00%）；跌幅居前的有欣锐科
技（-8.55%）
、贵航股份（-7.78%）
、全柴动力（-7.34%）
、西菱动力（-6.36%）
、
宇通客车（-6.21%）
。
图 1：汽车板块走势（%，09.1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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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09.16-09.20）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09.1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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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重要信息
1、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发布，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9 月 19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其中提出，加强新型载运工具研发。实现 3
万吨级重载列车、时速 250 公里级高速轮轨货运列车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加强智
能网联汽车（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研发，形成自主可控完整的产业
链。强化大中型邮轮、大型液化天然气船、极地航行船舶、智能船舶、新能源船
舶等自主设计建造能力。完善民用飞机产品谱系，在大型民用飞机、重型直升机、
通用航空器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来源：e 公司）
2、工信部：坚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不动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时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介
绍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其中提到新能源汽车
方面，强调“要坚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不动摇，推动汽车与能源、交通、
信息通信等产业的加速融合，促进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同时，还要科学引导传
统燃油汽车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的协调发展，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
（来源：EV
焦点）
3、武汉发出全球首张自动驾驶商用牌照。长江日报报道，武汉率先在全国迈出
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的关键一步。9 月 22 日上午，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武汉）测
试示范区正式揭牌，百度、海梁科技、深兰科技拿到全球首张自动驾驶商用牌照。
这意味着，不仅可以在公开道路上进行载人测试，也可以进行商业化运营。
（来源：
Wind）
4、工信部第 324 批新车公示，299 款新能源汽车进入。2019 年 9 月 17 日，工
业和信息化部在官方网站公示了申报第 324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
，公示期 5 个工作日，截止到 9 月 23 日。申报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共有 111 户
企业的 299 个型号，其中纯电动产品共 95 户企业 256 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
产品共 14 户企业 23 个型号、燃料电池产品共 15 户企业 20 个型号。
（来源：第
一电动网）
5、工信部拟撤销 432 款无产量新能源车免购置税资格。9 月 19 日，工信部发布
拟撤销《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经统计，第十九批、第二十批
《目录》分别于 2018 年 7 月和 2018 年 9 月发布后，共有 432 款车型在 12 个月
内无产量或进口量，拟从《目录》撤销。知豆 EX1、哪吒 N01、威马 EX5400、
上汽通用别克 VELITE 6、宝骏 E100/E200、比亚迪 e5/宋 EV、上汽 Marvel X、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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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 P8PHEV、江淮 E·20X、汉腾小幸福、吉利领克 02 PHEV/03 PHEV、北
汽 EX400 等车型上榜。
（来源：第一电动网）
6、深圳修订网约车管理办法，新增网约车须是纯电动汽车。9 月 17 日，深圳市
政府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此前一直处于修订中的《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得到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通过。值得注意的是，修订
后的办法明确规定，新注册的网约车必须为纯电动汽车。也就是说，传统燃油汽
车及混动汽车将不允许注册为网约车。（来源：人民网）
7、上汽、宝马、滴滴获得上海市颁发的首批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9 月
16 日，上海颁发首批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首批获得牌照的企业有 3 家，
分别为上汽、宝马、滴滴。上海成为国内首个为企业颁发该项牌照的城市，获得
示范应用牌照的企业可先行在城市道路中开展示范应用。此次出台的《上海市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
》中规定，首次申请示范应用车
辆最多可达 50 辆，满 6 个月且运行良好还可追加，产业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
规模化应用。（来源：第一财经）

3.公司重要信息
1、华培动力：拟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氢燃料电池领域。华培动力(603121)9 月
19 日晚间公告，为加快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公司拟与上海帕佛儿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发起设立合资公司“华嶅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拟出资 190 万元，占股 19%。合资公司拟进行的新能源汽车燃
料电池控制系统、氢燃料电池空气压缩机产品尚处于初期技术开发准备阶段，存
在开发不及预期的情况。
（来源：e 公司）
2、广汽新能源 8 月销量同比增长 170%。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 1-8 月，广汽新
能源累计销量同比增长 108%，实现再翻倍。Aion S 作为广汽新能源的主力销售
车型，其 8 月销量达到 3815 辆，连续两月挺进纯电轿车市场前二；1-8 月 Aion S
累计销售 10272 辆。Aion S 在中国市场的热销也使其杀入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
前十，排名超越特斯拉 Model X。业内有观点认为，伴随着 Aion S、Aion LX 两
款划时代的重磅产品推出，它们带领着广汽新能源走向引领时代，而广汽新能源
在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等最尖端科技领域的“先人一步”，也将对未来新能源的美
好憧憬变成现实。（来源：第一电动网）
3、吉利控股十年研发投入近千亿，向创新驱动科技转型。吉利控股公布了近十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2

汽车行业周报
年全集团研发投入累计近 1000 亿元，2018 年全集团研发投入超过 210 亿元，占
销售总收入的比例为 6.4%，这一比例与国际大型汽车集团基本一致。吉利控股
连续 8 年跻身世界 500 强，排名升到 255 位，年总销量达 215 万辆，2019 年上
半年吉利汽车市占率从 6.3%上升至 6.5%。
“未来，吉利仍然会保持较强的研发
投入，不会因为短期的市场波动影响吉利的长期战略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
力，咬住青山不放松。”李书福表示。吉利控股希望能把握全球新能源、自动驾驶
的机遇，力争在 5 年内，跻身全球汽车产业创新应用能力第一阵营。（来源：腾
讯网）
4、宁德时代与戴姆勒签订电动卡车电池采购协议。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与戴姆勒卡客车公司签订全球动力电池采购协议，为其旗下电动系
列卡车提供可靠锂电动力。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为戴姆勒卡客车公司自 2021
年开始推出的多个卡车系列提供动力电池，包括梅赛德斯-奔驰 eActros，
Freightliner eCascadia 和 Freightliner eM2。
（来源：盖世汽车综合）
5、宁德时代和博世达成合作，共同生产 48V 动力电池系统。9 月 28 日消息，近
日，宁德时代宣布，将与博世集团正式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此后宁德时
代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博世 48V 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可靠的动力内核。据悉，本次宁
德时代和博世合作生产的 48V 动力电池系统，是一款可以给传统燃油车提供具有
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优灵活性的电动化产品，而宁德时代为博世提供的高性
能电芯则是博世 48V 混合动力系统的核心元件。
（来源：腾讯网

4.行业策略与个股推荐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再次明确提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和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的电
动化、新能源化和清洁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家战略地位未动摇。我们坚持认
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正走向“消费分级”
，在国内外车企加大投资布局以形成良性
竞争的局面下，依靠双积分政策与新能源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的
性价比将逐步提升，销量预计仍将保持一定增速；对于燃料电池汽车，国家和地
方的支持政策频繁发布，同时企业对产业链的布局也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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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将持续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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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导智能（300450）
。
智能汽车方面，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政府加速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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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自动驾驶发展，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成熟，未来智
能网联汽车量产和商业化应用可期；同时车企、信息通信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合
作持续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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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爆款”产品推动供给创造需求效应将显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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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