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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或设置过渡期 

——电力设备新能源行业周报（20181124） 

 

   行业周报  

      ◆板块观点： 

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据电车汇消息，2019 年补贴退坡政

策将设置过渡期，在过渡期，补贴按比例调整，过渡期后，将执行新的

补贴标准，整体来看，2019 年补贴退坡 40%左右，而且补贴门槛继续提

升；部分车企已经开始年底冲量。另外，我们对动力电池产业链部分公

司进行了调研，总体来看，（1）四季度以来，产业链产能利用率总体维

持高位，去年从三季度开始，行业排产明显增加并且形成库存，11 月开

始是库存消化期，但今年行业相对理性，排产呈现逐月提升的态势；（2）

各细分领域集中度不断集中，今年行业低端产能逐步出清，龙头企业的

市占率不断提升。与其他行业相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成长性相对确定，

且四季度排产不断走高，配置价值显现。 

光伏风电：政策不确定性仍存，海外出口占比提升。11 月 22 日 CPIA 秘

书长王勃华在中国光伏年度行业大会公布 1-10 我国光伏行业运行情况，

受“531”新政影响，预计国内累计新增装机 36GW，同比下滑幅度超过

20%；国内需求走弱叠加海外市场增长，1-10 月组件出口金额与占比均

出现回升。风电方面，钢材价格稳中有降，有望带动设备厂商毛利率回

升。2018 年年初至今，钢价持续保持上行区间，进入四季度，取暖季限

产不及预期以及供给收缩力度不及去年同期，钢价有望进入下行区间，

带动中游设备企业毛利率回升。 

电力设备：青海-河南±800kV、陕北-武汉±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主要设备启动招标，特高压建设持续提速。9 月初，国家能源局下发 9

项输变电工程建设规划，涉及 12 条特高压线路建设，整体拉动电网基建

投资约 2000 亿，按照电网建设中设备占比 40~50%测算，带来相关设备

需求 400~500 亿，特高压核心设备供应商相关产品订单以及收入有望迎

来大幅提升。 

◆本周推荐组合 

   我们建议关注隆基股份（单晶硅片龙头）、通威股份（高效电池片以

及多晶硅料龙头）、旭升股份（特斯拉 Model 3 供应商）、恩捷股份（湿

法隔膜龙头）、璞泰来（负极材料龙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龙头）

等。 

◆风险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光伏装机不及预期，风电装机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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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概览 

    11 月 19 日-11 月 23 日，沪深 300 指下跌 3.5%，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

业板块下跌 5.19%，跑输大盘 1.68 个百分点。子版块全部下跌，其中二次

设备下跌 5.0%，一次设备下跌 6.1%，风电下跌 6.1%，光伏下跌 4.3%，新

能源汽车下跌 5.6%。 

图 1：2018 年初至今电力设备板块指数 

 
资料来源：Wind 

 

表 1：电力设备子板块估值与涨跌幅 

名称 市盈率 PE(TTM）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电站设备Ⅲ(中信)     

一次设备(中信) 26 -6.1% 2.3% -35.1% 

二次设备(中信) 25 -5.0% 6.5% -34.3% 

风电(中信) 22 -6.1% 13.0% -41.9% 

光伏(中信) 29 -4.3% 8.9% -37.9% 

新能源汽车（中信） 15 -5.6% 2.8% -39.8% 

资料来源：Wind，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 日股价计算 

  

表 2：本周电力设备行业涨跌幅前五公司 

涨幅前五公司 涨幅（%） 跌幅前五公司 跌幅（%） 

摩恩电气 16.5% 华仪电气 -25.6% 

*ST 佳电 11.6% 赫美集团 -18.5% 

金雷风电 9.0% 金利华电 -18.4% 

微光股份 4.6% 温州宏丰 -17.3% 

智光电气 4.1% 综艺股份 -15.5% 

资料来源：Wind 

 

2、新能源车板块 

2.1、板块核心观点 

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维持高位。据电车汇消息，2019 年补贴退坡

政策将设置过渡期，在过渡期，补贴按比例调整，过渡期后，将执行新的补

贴标准，整体来看，2019 年补贴退坡 40%左右，而且补贴门槛继续提升；



2018-11-26 电力设备新能源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4- 证券研究报告 

 

部分车企已经开始年底冲量。另外，我们对动力电池产业链部分公司进行了

调研，总体来看，（1）四季度以来，产业链产能利用率总体维持高位，去年

从三季度开始，行业排产明显增加并且形成库存，11 月开始是库存消化期，

但今年行业相对理性，排产呈现逐月提升的态势；（2）各细分领域集中度不

断集中，今年行业低端产能逐步出清，龙头企业的市占率不断提升。与其他

行业相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成长性相对确定，且四季度排产不断走高，配

置价值显现。 

2.2、板块表现回顾 

图 2：新能源汽车指数较年初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3：本周新能源汽车板块涨跌幅前五 

涨幅前五公司 涨幅（%） 跌幅前五公司 跌幅（%） 

比亚迪 4.8% 诺德股份 -13.7% 

多氟多 3.0% 蓝海华腾 -11.0 % 

奥特迅 1.0% 华友钴业 -12.2% 

- - 通和科技 -11.8% 

- - 科恒股份 -11.7% 

资料来源：Wind 

 

2.3、热点事件点评 

据电车汇消息：2019 年初补贴政策将设过渡期，与 2018 年的补贴

政策类似，过渡期间，补贴按比例调整，过渡期后，执行最新的补贴标

准。国内部分整车企业，目前或已收到了补贴过渡期延续的政策风声。

根据此前网传 2019 年补贴版本，（1）乘用车：续航里程≥400km 的车

型从 5 万元下调至 4.5 万元，300≤续航里程＜400km 的车型从 4.5 万元

下调至 3.4 万元，电池能量密度门槛从 120wh/kg 上调至 140wh/kg，

160wh/kg 以上补贴倍率为 1.1 倍，180wh/kg 以上为 1.2 倍；（2）客车：

每度电补贴标准从 1200/kwh 降至 800 元/kwh，单车补贴上限不变，即

10 米以上车型最高获补 18 万元，8-10 米车型最高获补 12 万元，6-8 米

车型最高获补 5.5 万元。总体来看，补贴退坡幅度基本符合市场预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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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设置与否尚存变数，如果设置过渡期，行业将有充足的时间调整生

产经营策略，预计年底新能源汽车冲量现象还会出现。 

 

2.4、重点数据跟踪 

 
 

图 3：2017 年以来 523 三元正极材料价格（万元/吨）  图 4：2017 年以来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价格（万元/吨）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5：2017 年以来三元前驱体价格（万元/吨）  图 6：2017 年以来湿法隔膜价格（元/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7：2018 年以来电解液价格（万元/吨）  图 8：2018 年以来中端负极材料价格（万元/吨）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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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能源发电 

3.1、板块核心观点 

     光伏：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仍存，海外需求呈现分散化。自“531”以

来光伏行业下游新增装机规模与产业链各环节产品价格同比均出现大幅

下降，前三季度新增装机 34.5GW，单三季度新增装机 10GW，同比均出

现大幅下滑。根据 CPIA 最新数据，预计 1-10 月光伏累计装机 36GW，10

月单月新增装机预计 1.5GW。截至 10 月，我国组件总金额达到 106.7 亿

美元元，同比增长 21.8%，海外市场分散化趋势明显，美国、欧洲等国家

和区域占比下降，澳大利亚、南美、中东等市场占比提升。受海外市场

四季度装机旺季影响同时叠加国内“领跑者”项目建设需求拉动，产业

链价格逐步企稳。 

图 9：2018 年前三季度光伏新增装机大幅下降 

 
资料来源：CPIA 

 

图 10：2018 年 1-10 月我国光伏组件出口情况  图 11：2018 年 1-10 月我国光伏组件海外市场分布 

 

 

 

资料来源：CPIA  资料来源：CPIA  

 

    风电：钢价下跌有望带来相关公司业绩修复。2018 年 1-9 月国内风电

新增装机 12.6GW，同比增长 30%；弃风率持续得到改善，弃风率平均 7.7%，

弃风率超过 5%的仅内蒙古、吉林、甘肃、和新疆四省区，弃风率同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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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下降。弃风现象进一步缓解、装机持续提升，验证我国风电行业整体

回暖。受招标订单价格下降以及原材料钢材价格上升影响，2018 年前三

季度风电行业主要上市毛利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表 4：2016 年-2018 年前三季度风电行业重点行业盈利情况 

 
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单位：百万） 毛利率 净利润（单位：百万） 

公司名称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东方电缆 1,140 1,599 2,189 15% 13% 16% 27 37 115 

华仪电气 1,365 1,223 1,088 28% 27% 25% 31 39 17 

江苏新能 0 1,024 1,115 0% 0% 44% 0 260 323 

金风科技 16,965 17,007 17,816 31% 30% 30% 2,205 2,356 2,498 

金雷风电 415 489 516 44% 41% 27% 133 127 83 

日月股份 1,166 1,332 1,658 37% 25% 21% 242 182 199 

泰胜风能 849 1,251 826 36% 26% 19% 159 153 21 

天能重工 760 473 775 36% 28% 24% 156 70 65 

天顺风能 1,571 2,274 2,510 37% 29% 29% 344 365 368 

通裕重工 1,735 2,234 2,582 27% 22% 23% 137 142 173 

振江股份 576 768 670 38% 30% 25% 104 105 61 

资料来源：Wind 

    进入三季度，钢材价格逐步企稳回落，我们认为，今年四季度至明

年，受取暖季限产不及预期、供给收缩力度不及去年同期，钢价或将进

入下行区间。包括塔筒、铸件以及主轴在内的中游零部件企业由于钢材

占其原材料成本比重在 30-70%区间，钢价下调有望带动产品毛利率回升。 

图 12：2015 年至 2018 年 Q3 风电公司毛利率变化  图 13：截至 2018 年 3 季度钢价逐渐企稳回落 

 

 

 

资料来源：Wind，各公司公告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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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板块表现回顾 

图 14：光伏指数较年初涨跌幅情况  图 15：风电指数较年初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5：本周光伏涨跌幅前五 

涨幅前五公司 涨幅（%） 跌幅前五公司 跌幅（%） 

捷佳伟创 0.5%  岱勒新材 -12.5% 

- - 晶盛机电 -12.3% 

- - 天龙光电 -9.2% 

- - 中环股份 -8.5% 

- - 拓日新能 -8.4% 

资料来源：Wind 

 

表 6：本周风电涨跌幅前五 

涨幅前五公司 涨幅（%） 跌幅前五公司 跌幅（%） 

金雷风电 9.0% 华仪电气 -25.6%  

天顺风能 4.0% 振江股份 -10.7%  

天能重工 0.3% 吉鑫科技 -10.1%  

- - 江苏新能 -8.4%  

- - 通裕重工 -7.8%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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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重点数据跟踪 

图 16：近一年多晶硅料走势（单位：元/千克）  图 17：近一年硅片价格走势（单位：元/片） 

 

 

 

资料来源：Solarzoom  资料来源：Solarzoom 

 

图 18：近一年电池片价格走势（单位：元/瓦）  图 19： 近一年今组件价格走势（单位：元/瓦） 

 

 

 

资料来源：Solarzoom  资料来源：Solarzoom 

 

4、电力设备与工控板块 

4.1、板块核心观点 

    两特高压直流工程招标启动，特高压建设持续推进。11 月 20 日，青

海-河南、陕北-武汉±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第一次设备招标采购公

告，招标设备涉及换流变、换流阀、调相机、组合电器以及隔离开关等

多项核心设备和换流站材料类物资。青海-河南项目于 10 月 23 日核准，

11 月 7 日正式开工建设，显示此次特高压建设启动明显提速。 

表 7：项目建设规模以及相关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核准时间 开工时间 工程规模 
投资规模 

（单位：亿元） 

陕北—湖

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工程 

预计 2018 年 4 季度核准

开工 

预计 2018 年 4 季

度核准开工 

新建送端±800kV 陕北换流站； 

新建受端±800kV 武汉换流站； 

新建陕北-湖北±800kV 直流输电线

路约 1134.7km。 

217.9 

青海-河南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 10 月 23 日 11 月 7 日 新建青海海南换流站，新增换流容量 2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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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800 万千瓦； 

新建河南驻马店换流站，新增换流容

量 800 万千瓦； 

新建海南换流站至驻马店换流站士

800 千伏直流线路，线路长度 1586.6

公里； 

新建海南换流站接地极 1 座，建设接

地极线路 109.6 公里；新建驻马店换

流站接地极 1 座，建设接地极线路

110 公里。 

资料来源：北极星电力网 

    9 月初，为促进三北地区新能源外送、拉动基建增长，国家能源局下

发 9 项输变电工程建设规划，涉及 12 条特高压线路建设，按照单条直流

投资 200~250 亿，单条特高压交流对应投资 170~220 亿，整体拉动电网

基建投资约 2000 亿，按照电网建设中设备占比 40~50%测算，带来相关

设备需求 400~500 亿，后续特高压核心设备供应商相关产品订单以及收

入有望迎来大幅提升。 

表 8：规划涉及重点输变电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方案 核准时间 

青海-河南 直流（1 条）+交流（2 条） 2018 年 4 季度 

陕北-湖北 直流（1 条）+交流（1 条） 2018 年 4 季度 

张北-雄安 交流（1 条） 2018 年 4 季度 

雅中-江西 直流（1 条）+交流（2 条） 2018 年 4 季度 

白鹤滩-江苏 直流（1 条） 2019 年 

白鹤滩-浙江 直流（1 条） 2019 年 

南阳-荆门-长沙 交流（1 条） 2019 年 

云硅互联通道 直流工程（非特高压） 2019 年 

闽粤联网 直流背靠背及配套 2019 年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 

4.2、板块表现回顾 

图 20：年初至今电力设备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表 9：本周电力设备板块涨跌幅前五公司 

涨幅前五公司 涨幅（%） 跌幅前五公司 跌幅（%） 

摩恩电气 16.5% 赫美集团 -18.5%  

*ST 佳电 11.6% 金利华电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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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股份 4.6% 温州宏丰 -17.3%  

智光电气 4.1% 综艺股份 -15.5%  

森源电气 3.6% 睿康股份 -13.04%  

资料来源：Wind 

 

4.3、重点数据跟踪： 

图 21：2015 年至今电网与电源建投资设累计完成额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 22：主要原材料铜价格涨跌情况  图 23：主要原材料铝价格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5、重点公司公告 

表 10：重点上市公司公告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行业 事件大类 发生日期 事件摘要 

600268.S

H 

国电南自 电气

设备 

资产交易 20181123 20181123：公司拟将所持参股公司中国华电集团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研总院”）10%股权转让给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科研总院 10%股权协议转让价格为 1,110,937.60 元。 

000682.SZ 东方电子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2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威思顿电气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

标结果的公示,确定威思顿公司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及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项目的中标人,共中标 7 个包,中标金额共计 28,572.90

万元. 

300376.SZ 易事特 电气

设备 

资产交易 20181122 易事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事特”）拟以人民币 9,900

万元的价格向东莞信托转让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易事特电力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电力系统”）所享有的 49%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以东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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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下设的上市莞企单一资金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支付。在该信托计划成

立日起满 365 个自然日时，公司向东莞信托回购电力系统的股权收益权。公

司以持有电力系统 49%的股权为上述融资事项向东莞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300593.SZ 新雷能 电气

设备 

股权激励 20181122 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70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2.3%。其中首次授予 240 万股，预留 30 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价格为每股 7.66 元. 

002546.SZ 新联电子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1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来

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及用电

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招标编号:0711-18OTL03622000)中标单位,共中 2

个包,中标的总金额为 6062.97 万元. 

300360.SZ 炬华科技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1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网物资有限公司发给

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

备招标活动”(招标编号:0711-18OTL03622000)中标单位,共中 4 个包,合计总

数量 858,000 只,总金额为 20,186.9348 万元. 

002121.SZ 科陆电子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0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公告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

第二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中标公告,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为 1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集中器/采集器,专

变采集终端 4 个分标的中标人,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人民币 18,559.36 万元. 

601700.S

H 

风范股份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0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

(http://www.bidding.csg.cn/)公布了《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

流示范工程线路材料中标结果公告(招标编号:0002200000041745)》.公司合

计中标金额约 2.99 亿元,约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13.54%. 

603577.S

H 

汇金通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20 2018 年 11 月 20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www.bidding.csg.cn)公布了《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

工程线路材料中标结果》,公司中标金额 20,398.23 万元. 

300510.SZ 金冠股份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9 2018 年 11 月 19 日,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发出的《国家电网公司招标活动中

标通知书》. 

600312.S

H 

平高电气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9 近日,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等单位签订一批输配变电项目合同,此批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15.44 亿

元.平高集团此批签订合同的相关主设备将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 

601727.S

H 

上海电气 电气

设备 

资产交易 20181119 上海电气董事会五届四次会议、监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增资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项目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增资上

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暨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上海电气拟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

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投资总金额 3.42 亿元， 收购宁波海锋环保

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投资总金额 7.56 亿元，合计拟使用募集资金 10.98

亿元。 

603050.S

H 

科林电气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9 近日,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

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 2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人名单,石家庄科林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为相关项目中标人. 

002506.SZ 协鑫集成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8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句容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与华君电力科技(江苏)有限公司签署《组件生产线托管合作框

架协议》 

300569.SZ 天能重工 电气

设备 

股权激励 20181116 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1,215 万份， 对应股份数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

股本总额 8.10%,首次授予 1,021.50 万份,预留 193.50 万份，本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1.60 元/股。 

601567.S

H 

三星医疗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6 国家电网公司于近日在其电子商务平台 http://ecp.sgcc.com.cn 公告了“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电能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活动-推荐的中

标候选人公示”,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此项目第一分标,第二分

标,第三分标,第四分标,第五分标,第六分标预中标人,共中 6 个包,中标的电能

表等产品总数量约为 1,051,276 只,中标总金额约为 27,483 万元. 

603577.S

H 

汇金通 电气

设备 

重大项目 20181116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阳光电子商务平台

(www.bidding.csg.cn)公布了《乌东德电站送电广东广西特高压多端直流示范

工程线路材料中标候选人公示(招标编号:0002200000041745)》,青岛汇金通

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合计预中标金额约 20,398.23 万元.2018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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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在阳光电子商务平台(www.bidding.csg.cn)公布了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变电站钢结构,角钢塔等主网线路塔材类材

料框架招标结果公告》,公司中标金额 6,240 万元.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光大证券研究所整理 

6、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中短期来看，（1）趋势之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游表

现出能量密度提升+成本下降+细分环节出清的特征，行业正在由政策驱动逐

步转向市场驱动。（2）趋势之二：动力电池领域多种技术路线更替发展，

中短期最重要的两个技术路线是高镍三元和硅碳负极。（3）趋势之三：海

外新能源汽车发展提速，随着补贴退出及市场放开，以中上游为代表的国内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迎来新的机遇。建议关注旭升股份（受益 Model 3 量

产爬升）、恩捷股份（湿法隔膜龙头）、璞泰来（负极材料龙头）、宁德时

代（动力电池龙头）等。 

新能源发电：光伏方面，“531”新政后，行业下游需求快速下降导致

中上游产业链产品价格断崖式下跌，新建产能投放叠加需求骤降，中短期行

业持续洗牌、落后产能出清，长期看产业链各环节龙头企业由于具备技术优

势以及规模优势，伴随落后产能出清龙头市占率将进一步提升，建议关注隆

基股份（单晶硅片龙头，601012.SH）、通威股份（高效电池片以及多晶硅

料龙头，600438.SH）；风电方面，龙头公司凭借优秀的技术积累与成本控

制能力，市占率持续提升，建议关注金风科技（风电主机龙头，002202.SZ）

与天顺风能（风塔龙头，002531.SZ）。 

7、风险分析 

1、新能源汽车政策变化影响行业发展的风险：新能源汽车行业仍在早

期发展阶段，政策会对行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若监管部门发布相关政策，

可能会冲击行业发展。 

2、新能源技术风险：进步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驱动力之一，新产

品的产业化可能会对上一代产品产生冲击，进而替代原有的技术路线。 

3、新能源装机规模以及补贴电价政策性风险：光伏年度新增装机规模

以及“十三五”规划建设规模仍未正式下发，下一年度新能源上网标杆电价

目前仍未发布，规模指标以及标杆上网电价将影响下游电站开发商投资节奏

以及电站投资收益率； 

4、特高压建设进度风险：特高压项目建设投资规模较大、技术难度较

大，核准以及建设进度受国家能源局整体把控，项目建设推进有可能低于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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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

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

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

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

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

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

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

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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