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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报业绩好且持续性强的好公司 

■【本周观点】本周，汽车板块整体大幅跑输大盘，其中汽车整车表现
相对较好。中报季来临，已经发布中报业绩预告的共有 87 家，其中业
绩预增、扭亏和略增的分别有 29 家、6 家和 27 家，预增和略增主要
是并购增厚、重卡产业链和次新股。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强且持续性
好的银轮股份（乘用车业务放量+环保升级+电动化转型），旭升股份（特
斯拉产业链+轻量化）和浙江仙通（进口替代+消费升级）。 

■【重要新闻】6 月市场回暖增 5%，上半年车市仍历年最差。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稳定增长，今年销量有望突破 70 万辆。汽车库存系数连
续 6 个月超警戒线，经销商经营压力加剧。工信部暂停生产销售 154

款新能源乘用车， 吉利、比亚迪部分车型上榜。北京市发布 2017 年
第 3 批纯电动小客车目录，宋 EV/荣威 eRX5 悉数在列。法国宣布 2040

年全面禁售汽油车和柴油车。全球首辆量产 Model 3 下线，传统汽车
将遭受"强震"。大众或将采购宁德时代电池。奥迪新 A8 全球首发，成
首款 L3 级自动驾驶量产车。四维图新：国产首颗 ADAS 芯片已经量产。 

■【市场回顾】本周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和中小
板指分别上涨了 0.14%、-1.29%、1.29%、-4.90%和-0.79%。汽车与
汽车零部件指数、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指数、新能源汽车指数和智
能汽车指数分别上涨了-2.47%、-1.55%、-3.12%、-2.66%和-2.18%，
其中汽车整车表现最好。本周汽车板块个股涨幅前五为苏奥传感

（7.37%）、斯太尔（6.56%）、正裕工业（4.27%）、湖南天雁（3.43%）
和天润曲轴（3.37%），板块跌幅前五为中通客车（-15.37%）奥联电
子（-14.93%）、保隆科技（-13.14%）、万通智控（-12.44%）和美力
科技（-12.22%）。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中报业绩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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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周市场回顾 

本周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和中小板指分别上涨了 0.14%、-1.29%、1.29%、

-4.90%和-0.79%。分行业来看，银行涨幅领跑所有行业，计算机涨幅最小，汽车行业涨幅为

-2.68%。分细分板块来看，商用载客车、汽车零部件和其他交运设备跌幅居前，商用载货车、

乘用车和汽车整车跌幅居后。 

图 1：本周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2：本周各细分板块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本周汽车板块个股涨幅前五为苏奥传感（7.37%）、斯太尔（6.56%）、正裕工业（4.27%）、湖

南天雁（3.43%）和天润曲轴（3.37%），板块跌幅前五为中通客车（-15.37%）奥联电子（-14.93%）、

保隆科技（-13.14%）、万通智控（-12.44%）和美力科技（-12.22%）。  

表 1：汽车板块涨跌幅前五个股 

涨幅前五 跌幅前五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300507 苏奥传感 7.37% 000957 中通客车 -15.37% 

000760 斯太尔 6.56% 300585 奥联电子 -14.93% 

603089 正裕工业 4.27% 603197 保隆科技 -13.14% 

600698 湖南天雁 3.43% 300643 万通智控 -12.44% 

002283 天润曲轴 3.37% 300611 美力科技 -12.22%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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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市场观点 

本周，汽车板块整体大幅跑输大盘，其中汽车整车表现相对较好。中报季来临，已经发布中

报业绩预告的共有 87 家，其中业绩预增的有 29 家，预减的有 4 家，续盈的有 8 家，续亏的

有 3 家，售亏的有 2 家，扭亏的有 6 家，略增的有 27 家，略减的有 5 家，不确定的有 3 家。

其中，预增和略增主要是并购增厚、重卡产业链和次新股。 

短期来看，上半年汽车销量分化显著加大，边缘性整车企业及其零部件供应商业绩承压，新

能源汽车受政策影响，拖累相关公司业绩，预计两类公司中报业绩承压。但放眼下半年，新

能源汽车持续环比改善，将带动相关公司业绩修复，建议关注新能源龙头公司。 

从中长期来看，小排量汽车购臵税政策透支了未来一两年的消费需求，宏观经济也将大概率

在 L 型底部徘徊，车市或将陷入个位数低增长，由此可以预期下游竞争会更加激烈，这会促

使合资进口替代提速和整车厂更加迎合消费者偏好（外观、内饰、智能、舒适和安全），相

关零部件公司或将深度受益，继续坚定看多汽车零部件公司。 

继续推荐关注业绩确定性强且持续性好的优质零部件公司。建议重点关注银轮股份（乘用车

业务放量+环保升级+电动化转型），旭升股份（特斯拉产业链+轻量化）和浙江仙通（进口替

代+消费升级）。 

 

3. 本周行业动态 

传统汽车 

（1）6 月市场回暖增 5% 上半年车市仍历年最差 

6、7 月份虽然是乘用车市场的销售低谷，但经过今年上半年前几个月的低迷和颓废，车市在

6 月迎来了转机。乘用车市场批发和零售销量同比实现了转正，细分市场的销量下滑表现程

度也出现明显减弱的迹象。根据乘联会发布的销售数据显示，6 月份狭义乘用车零售同比增

长 5.1%至 1,744,906 辆，大幅好于 3-5 月 2%左右的增速水平。广义乘用车方面，受微客市场

持续不断走弱影响，6 月份同比增长 4.6%至 1,783,553 辆。 

资料来源：汽车公社 

（2）汽车库存系数连续 6 个月超警戒线 经销商经营压力加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汽车库存系数显示，今年 6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75，同比上

升 13%，环比上升 11%，库存水平维持高位并位于警戒线以上。2017 年 1-6 月，各月库存系

数均位于警戒线以上，上半年经销商经营压力加剧。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网 

（3）中汽协发布 2017 年 6 月乘用车品牌销量前十位排名 

中汽协发布 6 月乘用车品牌销量前十位排名，轿车方面，英朗以 3.58 万辆排名首位，朗逸和

轩逸分别以 3.54 万辆，3.31 万辆分列 2、3 位；SUV 方面，哈弗 H6 以 3.52 辆排名首位，传

祺 GS4、宝骏 510 以 3.14 万辆、3.07 万辆分列 2、3 位；MPV 方面，五菱宏光以 3.45 万辆

排名首位，宝骏 730、别克 GL8 分别以 1.50 万辆、1.22 万辆分列 2、3 位。 

资料来源：中汽协 

（4）吉利上半年净利润翻倍 将加快 8 款新车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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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 2017 上半年销量取得了将近 90％的增速，直接带动了整体盈利。从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官方获悉：吉利汽车 2017 年上半年度净利润大幅增长，预计相比同期增幅超过 100%。

根据规划，下半年吉利汽车还将推出 8 款新车，为年销 110 万辆提供助力。 

资料来源：网上车市 

（5）众泰汽车发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资产重组致净利大增约 5 倍 

众泰汽车（原金马股份）发布 2017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公司 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为 2

亿元-2.30 亿元，上年同期为 3734.80 万元，同比增长 436%-516%。该公司称，做出上述预测，

主要基于：2017 年上半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了永康

众泰汽车有限公司 100%股权，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度增长。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6）宝马集团 6 月全球销量创新高 在华涨幅达 12% 

据宝马集团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宝马集团创下 6 月份全球最佳 6 月份单月销量纪录，共计

售出 232,620 辆，同比增长 2.1%。上半年，宝马集团旗下三大品牌的全球销量累计达到

1,220,819 辆，同比增长 5%。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7）上汽通用五菱印尼工厂正式运营 首款车型已确定 

当地时间 7 月 11 日，上汽通用五菱印度尼西亚合资公司的首个生产基地举行正式运营庆典

仪式。据报道，工厂建成后，年产能预计约为 120,000 辆。该基地的首款产品为 7 座多功能

车型 Confero S。Confero S 已亮相于今年 6 月 9 日到 7 月 16 日举行的雅加达车展上，售价约

为 9,700 美元。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8）陆风小蓝工厂二期投产 年内再推 3 款新车 

7 月 11 日，陆风全新小型 SUV——X2 正式上市，同时也宣布陆风小蓝工厂二期工程正式投

产。网通社从陆风汽车官方获悉：陆风小蓝工厂二期工程包含冲、焊、涂、总生产线，大量

应用了智能制造方式，新增年产能 10 万辆。另据了解，陆风汽车将在今年下半年再推三款

新车，进一步完善其产品谱系。 

资料来源：网通社 

（9） 奇瑞 6 月出口 10017 辆 同比增长 56.5% 

近日，奇瑞汽车发布了 6 月份的出口销量。6 月，奇瑞出口 10017 辆，同比增长 56.5%，连

续三个月出口销量破万。今年上半年，奇瑞累计出口销量 5.4 万辆，同比增长 61.5%，占同

期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总量的约四分之一，向连续 15 年位居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的目标稳

步迈进。 

资料来源：网通社 

 

新能源汽车 

（1）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稳定增长 今年销量有望突破 70 万辆 

7 月 11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 2017 年 6 月及上半年我国乘用车市场的产销数据。其

中乘用车共销售 183.2 万辆，环比增长 4.60%，同比增长 2.32%。上半年乘用车共销售 1125.30

万辆，同比增长 1.61%，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 7.62 个百分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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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华表示：由于今年补贴退坡，对于年初销量的影响逐渐消化，6 月开始汽车产销增速止跌

回升，今年保底 70 万辆的目标有望达成。 

资料来源：人民网 

（2）工信部暂停 3025 款新能源汽车生产与销售 

7 月 6 日，工信部暂停了 3025 款新能源汽车生产与销售。原因是：这些车型与《公告》管理

规定不符。经电动汽车资源网初步统计，被工信部暂停生产与销售的车型中新能源汽车产品

有 3025 款，涉及 200 多家企业。其中新能源客车居多，有 2028 款、新能源乘用车 154 款、

新能源专用车 843 款（统计车型不包含混合动力车型）。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资源 

（3）新能源汽车“免税”新政或将延至 2025 年 

7 月 11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汽协）的行业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中汽协副秘书长许

艳华对记者称，中汽协有关延长新能源汽车购臵税减免政策的建议，已经递交给有关部委，

正在审议当中，通过可能性很大。中汽协建议，将现有购臵税减免期从 2017 年底，一直延

至 2025 年。 

资料来源：电车汇 

（4）北京市发布 2017 年第 3 批纯电动小客车目录 宋 EV/荣威 eRX5 悉数在列 

今日，北京市经信委发布 2017 年第 3 批北京市示范应用纯电动小客车产品备案信息与生产

企业备案信息，11 款入列车型与此前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公布信息一致，宋 EV、荣威

ERX5、奇瑞 eQ1、新伊兰特 EV 均在列。 

资料来源：电车汇 

（5）工信部暂停生产销售 154 款新能源乘用车 吉利、比亚迪部分车型上榜 

近日工信部叫停了 3025 款新能源汽车生产与销售。在这 3025 款新能源汽车当中，客车占了

绝大多数，有 2028 款；排第二的是新能源专用车，有 843 款；新能源乘用车最少，有 154

款。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6）四川广安新能源汽车按国标 1:0.5 给予补助 5 年内免费充电 

7 月 11 日，广安市召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闻发布会，解读广安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相关政策。2020 年前广安将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 1 万辆以上。购买纯电动客车、乘用车、专用车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市级财政参照中央

补助准标准按 1:0.5 给予配套补助。用于非公共服务领域的，市级财政参照中央补助标准按

1:0.3 给予配套补助。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 

（7）法国宣布 2040 年全面禁售汽油车和柴油车 

据美国彭博社消息，法国能源部长 Nicolas Hulot 当天在巴黎气候计划会上表示，到 2040 年，

法国将禁止销售柴油和汽油汽车，以使法国成为碳中和国家。此举将大力促进电动汽车发展。

资料来源：环球网 

（8）韩国 9 月起电动车及氢燃料汽车高速费将减半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 7 月 11 日报道，韩交通运输部部长当天宣布，自 9 月起至 2020 年，电动

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高速公路通行费将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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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环球网 

（9）全球首辆量产 Model 3 下线 传统汽车将遭受"强震" 

全球第一辆 Model 3 正式下线了。对于汽车产业而言，这是历史性的时刻。它不仅意味着电

动化浪潮的加速到来，同时也意味着智能化浪潮加速到来。传统汽车产业，毫无疑问会受到

巨大的冲击。 

资料来源：盖世汽车 

（10）特斯拉在美兴建超级充电站 效率将翻倍 

特斯拉为了应对超级充电站在 Model 3 正式发布后的充电压力，开始逐步增加充电位，公司

正加紧建设新的充电站，每个新充电站将会配臵数十台超级充电器。部分新建充电站会拥有

40-100 个充电位，但具体的部署情况尚不清楚。 

资料来源：腾讯汽车 

（11）大众预测 2025 电动车产业：仍需数十座超级电池工厂 

大众集团表示，为了满足预期需求，人们必须在 2025 年额外建造 40 多座特斯拉“超级工厂”。

到 2025 年的时候，电动车型将占据 25%的销量，且其中大部分依赖于锂离子电池（约

150GWh）。 

资料来源：cnBeta 

（12）大众或将采购宁德时代电池 

近日，矿业巨头 Glencore 已经签署了一项重大协议，将向中国企业出售 2 万吨钴产品。有消

息称：“Glencore、大众和宁德时代将形成一个三角形交易，Glencore 向宁德时代出售 2 万吨

钴产品，而大众会从宁德时代采购电池。”对于这个说法，Glencore 和宁德时代未予臵评。大

众汽车公司的消息人士却表示，大众汽车制造商正在与中国供应商协商，宁德时代是大众目

前正在谈论的供应商之一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网 

（13）长城和御捷正式签署合资协议 双方致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资框架协议。协议规定，长城汽车将

以现金方式增资入股御捷，首次入股的比例为 25%，最多可增持至 49%。投资入股御捷，其

平均燃料消耗量正积分将全部直接转让给公司，降低公司平均油耗水平；而御捷取得新能源

汽车正积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公司出售，使公司能够更好完成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积分考核

要求。 

资料来源：飞灵汽车 

（14）奇瑞新能源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 86.5% 创历史同期新高 

近日，奇瑞新能源发布了 6 月份销量。6 月份，奇瑞新能源销量达到 3466 辆，环比增长 31.8%，

同比增长 245.2%。今年上半年，奇瑞新能源累计销量达 9300 辆，同比增长 86.5%。月销量

及上半年销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资料来源：奇瑞汽车 

（15）3 万目标不变 江淮新能源下半年推 3 款乘用车型 

7 月 6 日，江淮汽车公布 6 月产销数据显示，江淮汽车乘用车板块 6 月继续呈现出下滑的趋

势，6 月销量为 14500 辆，同比下滑 38.5%。但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持续增长，6 月纯电动乘用

车销量达 3001 辆，同比增长 122.46%。江淮汽车乘用车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新能源营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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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汪光玉表示，今年下半年，江淮将持续发力新能源领域，推出 iEV7S、iEV7E、iEV7T

三款车型，年底达到 3 万目标不成问题。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 

（16）总投资 60 亿元 华南新能源汽车集成创新产业园落户佛山 

佛山汽车和装备制造板块又添新军。昨日，华南新能源汽车集成创新产业园在三水签约，计

划总投资 60 亿元。继 5 月份 250 亿元项目集中签约之后，三水又一重大投资项目落户，将

为佛山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资料来源：佛山日报 

（17）汕头市政府与正道集团签署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合作 产值将达 5000 亿 

汕头市政府与正道集团签署汽车产业发展合作协议，汕头将与正道集团合作推动新能源汽车、

汽车配件以及相关大数据产业等项目落户，携手打造清洁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产值将会超过

5000 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18）珠海银隆 50 亿新能源汽车项目将落户攀枝花 

日前，攀枝花市与珠海银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在攀合作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等进行磋

商，银隆集团将在攀枝花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大对新能源材料、电池、汽车零

部件产业和钒钛原料及制品、新能源材料及制品交易中心以及钒钛及新能源技术研发中心的

投资，投资总额预计不低于 50 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用汽车网 

（19）即将试运行 印度引进比亚迪新型电动巴士 

据外媒报道，印度金石公司联合比亚迪公司，将一款新型电动巴士引进印度昌迪加尔。按照

此前的消息，该巴士预计将于 7 月 10 日（也就是今天）试运行。为了排查城市车辆的污染

排放，印度政府行政部门决定在智慧城市计划的基础之上引进电动巴士。印度政府此前已经

完成了对塔塔汽车旗下电动巴士为期 15 天的测试，现在将要对金石巴士进行测试。 

资料来源：网易汽车 

 

智能汽车 

（1）奥迪新 A8 全球首发，成首款 L3 级自动驾驶量产车 

全新一代旗舰级轿车 A8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奥迪首届全球品牌峰会上正式发布。据官

方介绍，当通过新 A8 车内的 Audi AI 按键激活自动驾驶功能之后，新 A8 可以实现 60km/h

以下的低速条件下，在拥堵路况中实现自动驾驶。此外，新 A8 首次采用了用四种材料制成

的铝制车身，大幅提高整体性能。 

资料来源：车云网 

（2）歇根大学 MCity 成全球最大无人驾驶试验场 

据外媒报道，当全世界都在展望互联、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时，位于美国底特律以西 40 英

里的密歇根大学已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无人驾驶汽车试验场。在这里，你时常可以看到福特

Fusions 或 Lexus 等自动驾驶汽车在市中心的街道和繁忙的十字路口蜿蜒行驶，这不是因为司

机酒驾，而是因为工程师们正全神贯注地盯着笔记本电脑和测试设备，而不是道路。 

资料来源：腾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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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信重工拟 6.9 亿收购天津松正 布局电动车零部件 

7 月 6 日中信重工公告称，公司拟收购天津市松正电动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松正）52%的股权，标的作价 6.9 亿元。购买方式是向其 5 名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据了解，天津松正主业为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技术研发等。中信重工公告表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信重工根据发展战略需要，依托天津松正的成熟技术以及较强的研发能

力，新能源电机电控业务将为中信重工"新动能"业务发展注入充足动力。 

资料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4）四维图新：国产首颗 ADAS 芯片已经量产 

四维图新国产首颗 ADAS（先进驾驶辅助系统）芯片已经量产，并且国内外品牌车厂正在进

行产品化设计中。四维图新表示，该芯片以前装市场需求与应用为主，同时也可以兼顾后装

市场需求，在成本及性能方面均有很强的优势。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网 

（5）金龙客车联手百度 发力自动驾驶 

在 2016 年，金龙客车就已启动自动驾驶客车项目研发，并取得了自动驾驶微循环车在封闭

园区的自动驾驶能力。此次与百度强强联手，双方通过资源互补、技术互补等有效合作方式，

充分发挥高科技互联网企业与核心一级供应商各自优势，结合形成有效的技术联盟，共同致

力于自动驾驶技术研究及生态建设。 

资料来源：凤凰汽车 

 

4. 本周公司公告 

表 2：本周公司公告 

日期 公司名称 公告类型 公告内容 

7.10 

新坐标（603040.SH） 股权激励 
拟向激励对象授予权益总计 137.5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9%。解锁标准为：2017、2018、

2019 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较 2016 年增长 30%，55%，75%。 

新坐标（603040.SH） 停牌进展 7 月 10 日起复牌。 

渤海活塞（600960.SH） 现金分红 每股派 0.026 元。 

东风汽车（600006.SH） 现金分红 每股派 0.033 元。 

长城汽车（601633.SH） 产销快报 
6 月汽车销量 64,471 台，同比下降 1.70%，其中 VV7 销量 3,166 台，累计销量 460,743 台，

同比增长 2.33%。 

S 佳通（600182.SH） 停牌进展 紧急停牌一天。 

苏奥传感（300507.SZ） 业绩预告 上半年盈利预计 4800-5780 万，同比增长 7.97%-30.01%。 

黔轮胎 A（000589.SZ） 股权质押 解除质押 8,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0.32%。 

一汽夏利（000927.SZ） 产销快报 
6 月汽车产量 3,123 台，累计产量 13,833 台，同比下降 33.45%；6 月汽车销量 1,931 台，累

计销量 11,538 台，同比下降 39.38%。 

日上集团（002593.SZ） 股东减持 股东未减持公司股份。 

中鼎股份（000887.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力帆股份（601777.SH） 产销快报 
6月汽车销量 8,443台，累计 50,897台，同比增长 4.41%，摩托车销量 50,861台，累计 277,021

台，同比增长 4.76%。 

长久物流（603569.SH） 股权质押 控股股东质押 2,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5%。 

襄阳轴承（000678.SZ） 子公司增资 向子公司增资 4,500 万兹罗提，约合人民币 8,220 万元。 

西泵股份（002536.SZ） 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增持 2,660,2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97%。 

京威股份（002662.SZ） 股权收购 以 1.15 亿元人民币购买苏州达思灵新能源 23%的股权。 

赛轮金宇（601058.SH） 停牌进展 7 月 11 日起复牌。 

林海股份（600099.SH） 现金分红 每股派 0.04 元。 

双林股份（300100.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光启技术（601058.SH）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赛轮金宇（601058.SH） 股东增持 股东增持 114,696,9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7.11 华菱星马（600375.SH） 业绩预增 公司发布半年业绩预告，业绩扭亏为盈，净利润为 2000-4000 万元。 

 中通客车（000957.SZ）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半年业绩预告，同比下降，净利润约为 5000-7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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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603766.SH）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约为 50,114.90 万元。 

新坐标（603040.SH）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同比将增加 90%-110%左右。 

海伦哲（300201.SZ） 业绩预告 公司发布半年业绩预告，净利润约为 2680-2800 万元。 

中原内配（002448.SZ） 股权质押 公司股东质押 4,509,312 股，累计质押 7,259,312 股，占总股本 1.23%。 

亚夏汽车（002607.SZ） 股权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解除质押 41,400,000 股，剩余质押 97,200,000 股，占总股本 11.85%。 

天汽模（002510.SZ） 股权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延期购回被质押的 850 万股股票。 

模塑科技（000700.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银轮股份（002126.SZ） 募资使用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37,000 万元，增资热交换系统上海基地项目。 

美力科技（300611.SZ） 政府补贴 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贴 545.4 万元。 

猛狮科技（002684.SZ） 政府补贴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扶贫补贴 999 万。 

力帆股份（601777.SH） 非公开发行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 亿元债券。 

7.12 

特尔佳（002213.SZ） 设立子公司 以 1,000 万港币设立子公司。 

信隆健康（002105.SZ） 业绩预增 上半年净利润修正为同比增长 60%-90%。 

潍柴动力（000338.SZ） 股权质押 上半年净利润修正为同比增长 125%-150%。 

光洋股份（002708.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奥联电子（300585.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4.82%-18.73%。 

富临精工（300432.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80%-100%。 

北汽福田（600166.SH） 现金分红 每股派 0.026 元。 

小康股份（601127.SH） 股权质押 控股股东质押 4,280 万股，累计质押 15,25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7.04%。 

国机汽车（600335.SH） 股权收购 发行 52,385,761 股股份购买中汽进出口 100%股权，并补充流动性，交易对价 70,825 万元。 

中国汽研（601965.SH） 业绩预增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77 亿元，同比增长 55.36%，利润总额 1.61 亿元，同比增长 

17.29%。 

日上集团（002593.SZ） 股权激励 
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解锁条件为，2017、2018、2019 年营收增速较 2016 年增长 20%、30%、

40%。 

7.13 

远东传动（002406.SZ） 业绩修正 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由 0%-20%修正为 20%-40%。 

云内动力（000903.SZ） 重组事项 重大重组事项，股票于 7 月 13 号起停牌。 

漳州发展（000753.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11.34%-155.37%。 

贝斯特（300580.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0%-20%。 

东安动力（600178.SH） 预计预告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25 %-35%。 

华菱星马（600375.SH）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双林股份（300100.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0%-10%。 

美力科技（300611.SZ） 业绩预告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变动 -15%-15%。 

中国重汽（000951.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90%-240%。 

潍柴动力（000338.SZ） 现金分红 每 10 股派 2.5 元，送红股 10 股。 

雷迪克（300652.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0%-25%。 

斯太尔（000760.SZ） 股权质押 股东质押 43,700,000 股，占其持股比例的 74.45%。 

恒立实业（000622.SZ） 业绩预告 预计上半年亏损 700 万-900 万元。 

德尔股份（300473.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0.38%-14.84%。 

中鼎股份（000887.SZ） 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 1%-2%，同时公司股票将在 7 月 14 日复牌。 

东方时尚（603377.SH） 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 2%，现已增持 3,261,689 股。 

信质电机（002664.SZ） 股东减持 股东减持 4,340,0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 

万通智控（300643.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20%-45%。 

众泰汽车（000980.SZ） 业绩预增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436%-516%。 

7.14 

海伦哲（300201.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猛狮科技（002684.SZ）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金杯汽车（600609.SH） 停牌进展 继续停牌。 

鸿特精密（300176.SZ） 设立子公司 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襄阳轴承（000678.SZ） 业绩预增 上半年净利润约为 465 万元。 

一汽轿车（000800.SZ） 业绩预增 预期业绩扭亏为盈，净利润约为 27000-33000 万元。 

斯太尔（000760.SZ） 业绩预增 预期业绩扭亏为盈，净利润约为 12100 万元。 

安凯客车（000868.SZ） 业绩预告 上半年预计亏损约 2400-3200 万元。 

一汽夏利（000927.SZ） 业绩预告 上半年预计亏损约 66500-71500 万元。 

深中华 A（000017.SZ） 业绩预告 上半年预计亏损约 120-180 万元。 

鸿特精密（300176.SZ） 业绩预增 上半年预计同比增加 67.57%-87.06%。 

黔轮胎 A（000589.SZ） 业绩预告 上半年净利润约为 500-2000 万元。 

力帆股份（601777.SH） 非公开发行 非公开发行股价调整为 10.41 元/股，股票总数调整为 215,177,713 股。 

联明股份（603006.SH） 股权质押 控股股东质押 6,000,000 股，累计质押 20,150,000 股，占总股本 10.45%。 

东方时尚（603377.SH） 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通过集中竞价增持 4,675,245 股，增持后所持股份占总股本 67.04%。 

中鼎股份（000887.SZ） 股东增持 控股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占总股本 1-2%的股份。 

光启技术（002625.SZ） 股权质押 股东解除质押 16,000,000 股。 

资料来源：wind，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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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周新车上市 

表 3：本周上市传统汽车 

上市日期 车型 类别 动力总成 外观尺寸 轴距 售价区间 车型数量 级别 类型 

7.9 本田 CR-V 
改 款 /

新车 

1.5T/2.0L 
6MT/CVT 

4585*1855*1679 2660 16.98-25.98 10 A 级 SUV 

7.10 标致 508 改款 
1.6T/1.8T 
6AT 

4826*1855*1465 2815 20.07-26.97 5 B 级 SUV 

7.10 沃尔沃 S60L 改款 
1.5T/2.0T 
6AT/8AT 

4715*1866*1481 2856 26.69-30.09 5 B 级 轿车 

7.11 东南 V3 菱悦 改款 1.5L、5MT 4420*1700*1415 2500 6.09 1 A 级 轿车 

7.11 众泰 SR7 改款 
1.5T 
5MT/CVT 

4510*1835*1610 2680 6.68-10.18 7 A 级 SUV 

7.11 陆风 X2 新车 5MT、4AT 4160*1810*1670 2560 6.38-8.88 7 A0 级 SUV 

7.11 宝骏 310W 新车 
1.2L、1.5L 

6MT 
4620*1710*1515 2750 4.28-5.68 3 A 级 轿车 

7.14 宝马 MINI 改款 1.5T、6AT 3832*1727*1450 2495 28.5 1 A0 级 轿车 

7.14 蒙派克 E 改款 2.0L、5MT 5245*1825*2030 3430 6.98 1 轻客 客车 

7.14 荣威 950 改款 2.0T、6DCT 4996*1857*1507 2837 16.88-20.38 3 B 级 轿车 

7.14 东风风神 A60 改款 1.6L、6DCT 4680*1720*1515 2700 12.87-15.47 2 A 级 轿车 

6.30 本田凌派 改款 1.8L、CVT 4664*1750*1505 2650 12.48-13.48 2 A 级 轿车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4：本周上市新能源汽车 

上市

日期 
车型 类别 种类 动力 

电池

容量 

续驶

里程 
充电时间 外观尺寸 轴距 

补贴后

售价 

车型

数量 
级别 类型 

7.12 比亚迪 e6 改款 EV 
122PS 
450Nm 

82 400 1.5-8 4560*1822*1645 2830 
20.98-
26.98 

3 MPV MPV 

资料来源：太平洋汽车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6. 本周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1）2017 和 2016 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对比 

2017 年 6 月，汽车产销环比和同比均呈小幅增长。上半年，汽车产销同比增速比同期有所

减缓，其中乘用车产销增速同比下降明显，商用车增速明显高于同期。6 月，汽车生产 216.74

万辆，环比增长 3.86%，同比增长 5.42%；销售 217.19 万辆，环比增长 3.62%，同比增长

4.54%。 

图 3：2017 和 2016 年全国汽车产量对比图  图 4：2017 和 2016 年全国汽车销量对比图 

 

 

 

资料来源：中汽协，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中汽协，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2）乘联会厂家 7 月周度零售数据和同比增速 

7 月车市起步相对平稳，在 16 年 7 月初零售表现较强的基础上，17 年的 7 月仍能保持 3.58

万台的较好起步，这也是说明厂家的 6 月末的对经销商的压库和推动零售数据增长的力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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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7 月出的市场平稳过渡。 

图 5：7 月周度零售数据和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3）乘联会狭义乘用车分类别销量走势 

5 月轿车批发和零售市场 A00 级和 C 级车型表现强势，增速高于一季度整体，1-5 月轿车市

场分化明显，A0 和 A 级车型销量下滑，A0 级销量同比下降 21%，销售主体的 A 级销量下

降 10%，B 级销量同比持平，C 级同比大幅增长 26%。 

图 6：2017 年 5 月轿车批发销量及同比增速  图 7： 2017 年 5 月轿车零售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5 月 MPV 增速较 Q1 下滑，1-5 月 A0 级和 B 级车型销量同比下跌，其中 A0 级同比下跌 26%，

拖累了 MPV 市场整体表现，A 级同比持平，C 级车型表现亮眼，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81%。 

图 8：2017 年 5 月 MPV 批发销量及同比增速  图 9：2017 年 5 月 MPV 零售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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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SUV 市场增速回落，单月批发和零售均同比增长 12%和 16%。1-5 月 A0 级车型销量同

比下降 11%，A、B 和 C 级车型销量保持增长，增速分别为 24%、56%和 49%。 

图 10：2017 年 5 月 SUV 批发销量及同比增速  图 11：2017 年 5 月 SUV 零售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乘联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4）新能源汽车销量 

1-5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分化明显，纯电动汽车销量累计 94720 辆，同比 16 年的 55680 辆增长 

70.11%；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市场表现不振，5 月销量同比减少 31.12%，前五个月销量累计 

下跌 32.29%。 

图 12：纯电动汽车分月销量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 13：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分月销量 

 

资料来源：第一电动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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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1-6 月库存预警指数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于 50%荣枯线，反应出市场需求不振，库存压

力较大，经营压力和风险较高。5 月库存预警指数下降到 51.8%，略高于 50%，渠道库存压

力得到缓解，但 6 月库存预警指数再次大幅增至 58.2%，汽车经销商压力加大。 

图 14：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6）2017 GAIN 整体终端优惠指数-5 月 

5 月整体乘用车行情出现回暖迹象，乘用车市场成交价格指数在经历了两个月的下跌后，出

现明显回升。具体看来，是由于本月 MPV 细分市场的终端成交价格指数大幅拉升，拉动整

体市场成交价格的指数上涨。 

图 15：GAIN 整体终端优惠指数 

 

资料来源：安路勤，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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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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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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