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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发布 

期待物流车的小规模冲量 

 新能源汽车 

推荐  维持 

投资要点：   
 

1．事件 

工信部发布第四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一）、共 244 款专用车纳入目录，为年内首次 
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是获得补贴的必要条

件。今年 1 至 4 月，工信部共发布了 3 批推荐车型目录，纳入了

1022 款车型，其中没有专用车。本次的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首次

纳入了 244 款专用车，明确了能够获得财政补贴的专用车车型。 

（二）、期待 12 月专用车的小规模抢装 
网传版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调整方案，从 2017 年 1 月 1 日开始

实施。届时，2016 年的前 3 批推荐车型目录将全部失效，并进行

重审。预计本次发布的第 4 批推荐车型目录也将是同样的情况，即

适用期只有今年 12 月 1 个月，必须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销售和上牌，

才能获得旧版的补贴。目前的专用车补贴标准是每千瓦时电池补

1800 元，而网传版 2017 年补贴方案是 30 度以下每千瓦时补 1500

元、30 到 50 千瓦时每千瓦时补 1200 元、50 千瓦时以上每千瓦时

只补 1000 元，退坡幅度超过 20%。因此一方面车企有动力“抢装”，

另一方面很多车企为了迎接年底的小高峰，已做了大规模的备货，

这部分存货车型能否纳入 2017 年的新版推荐车型目录不确定性很

大，车企必然会力争年底前销售完毕，以“落袋为安”。 

（三）、等待 2017 年各项政策的进一步明朗 
2017 年，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政策将有较大的变化。整车环节，

工信部 8 月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修

订征求意见稿)》，大幅提高整车的准入门槛；电池环节，工信部的

《汽车动力电池行业规范条件（2017 年）》（征求意见稿），将产能

门槛定在 8GWh；财政补贴政策，也将面临一次大范围的调整。根

据新的准入和补贴政策，推荐车型目录也将重新编制。 

3．投资建议 
今年前 10 个月，纯电动专用车的产量只有 1.08 万辆，距离年

初 10 万辆的预期相差甚远，也使得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整体不

达预期。虽然最后 1 个月，专用车会有小规模的抢装，但中期发展

空间仍要视 2017 年准入、补贴、目录等政策的出台情况而定。我

们认为龙头供应商仍可关注，电机环节推荐蓝海华腾（东风特汽、

一汽的主要电控供应商），关注英威腾，电池环节推荐国轩高科，

关注坚瑞沃能、亿纬锂能、澳洋顺昌等。电池材料关注进口替代空

间大、技术壁垒高的湿法隔膜，相关标的为星源材质、双杰电气、

长园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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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分析 

2016 年 1 至 9 月，纯电动专用车的产量为 0.9 万辆。本次发布的 244 款纯电动专用车车型，

1 至 9 月的总产量为 0.61 万辆，占总产量的 67%(其中 120 余款的产量为 0，产量超过 10 辆的

只有 36 款)。即今年生产的大部分纯电动专用车都是能够获得补贴的，且如果 12 月再出第五

批的推荐车型目录，覆盖面会更大。 

前 9 个月产量超过 100 辆的车型共 16 款，其中 9 款纳入了本次的推荐车型目录。没有纳

入的主要是山东昊宇的 3 款车（总产量 1600 辆左右）、湖北长安、湖南江南、山东凯马、芜湖

宝骐各 1 款（每款的产量都在 100 到 200 辆之间）。 

表 1、2016 年前三季度产量 100 辆以上的专用车（均为纯电动厢式运输车）供应商情况 

车企 车型 总质

量 

电池供应

商 

电池类型 电机供应商 电控供应商 16 年前三季度产

量 

东风汽车 EQ5070XXYTBEV3 7100 沃特玛 磷酸铁锂（圆柱） 南京越博 -- 984 

东风汽车 EQ5070XXYTBEV5 6650 沃特玛 磷酸铁锂（圆柱） 唐山普林亿威 蓝海华腾 962 

上海汽车商用车 SH5041XXYA7BEV 4100 国轩高科 磷酸铁锂（方形） 上海电驱动 联创汽车电

子 

914 

国宏汽车 HFT5021XXYBEV14 2000 索尔新能

源 

三元（圆柱） 合普动力科技 -- 629 

重庆瑞驰 CRC5030XXYB-LBEV 2510 星恒电源 锰酸锂 湘电莱特电气 -- 440 

上海汽车商用车 SH5040XXYA7BEV 3760 国轩高科 三元（方形） 无锡众联能创动

力 

-- 409 

大运汽车 DYX5040XXYBEV1CAH0 4490 沃特玛 磷酸铁锂（圆柱） -- -- 323 

国宏汽车 HFT5021XXYBEV13 2000 超威创元 三元（软包） 合普动力科技 -- 304 

山东唐骏欧铃汽

车 

ZB5041XXYBEVKDD6 4495 比克 三元（圆柱） 南京越博 南京越博 120 

资料来源：工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在有产量的 120 款专用车中，总质量最小的是河北御捷的 YGM5021XXYBEV22 车型，只

有 1.7 吨重；总质量最大的是东风汽车的 EQ5160XXYTBEV1 车型，总质量高达 16 吨。其中，

48%的车型，处于 1.5 吨和 2.5 吨之间；19%的车型，处于 2.5 吨和 3.5 吨之间；20%的车型，

处于 3.5 吨和 4.5 吨之间；只有 10%的车型，总质量达 6.5 和 7.5 吨之间。总体上看，纯电动

专用车还是以重量较轻的微面、微卡和轻卡为主，几乎不涉及中卡和重卡。前三季度产量最大

的两款车，都是沃特玛产业创新联盟与东风特汽合作开发的，总质量 7 吨左右，在纯电动专用

车中属于较为“重量级”的 

图 1、第四批推荐车型目录 120 款有产量车型的总质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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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120 款有产量的车型中： 

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的 48 款，占比 40%，总产量 3532 辆，占比 58%。可见，磷酸铁锂电

池在纯电动物流车领域仍然占有着半壁江山。供应商也非常集中，以沃特玛和国轩高科两家供

应商为主，使用沃特玛磷酸铁锂电池的 2375 辆，主要是东风和大运汽车；使用国轩高科磷酸

铁锂电池的 981 辆，主要是上汽商用车公司。虽然磷酸铁锂电池未来的增长空间逊于三元电池，

但市场格局稳定，沃特玛和国轩高科 2 家企业合计的占有率达 95%。 

采用三元电池的 63 款，占比 53%，总产量 2080 辆，占比 34%。产量占比低于车型占比，

原因是沃特玛创新联盟在全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下，虽然车型较少，但单车型的产量大，提高了

磷酸铁锂电池的产量占比。三元电池的供应格局非常分散，供应商超过 20 家，技术路线也包

括圆柱、软包、方形 3 种。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供应商有国轩高科、超威、比克、福斯特、索尔

科技等。 

图 2、2016 年前九个月纯电动专用车的三元电池供应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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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纯电动专用车的电机电控以第三方独立供应商为主，2016 年前九个月占有率较高的供应

商有南京越博动力、蓝海华腾、合普动力、上海电驱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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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6 年前九个月纯电动专用车的驱动电机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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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工信部，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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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北京地区：王婷    010-66568908  wangting@chinastock.com.cn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海外机构：刘思瑶  010-83571359  liusiyao@chinastock.com.cn 

上海浦东新区富城路 99 号震旦大厦 15 楼 上海地区：何婷婷  021-20252612  hetingting@chinastock.com.cn 

公司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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