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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闪电过会，中美贸易战升级 

——汽车周报2018第8期 

 

股票名称 
EPS PE 

18E 19E 18E 19E 

上汽集团 3.23 3.51 10.52 9.68 

华域汽车 2.29 2.51 10.33 9.40 

广汽集团 1.90 2.15 10.92 9.63 

宇通客车 1.79 1.94 12.34 11.43 

万里扬 0.72 0.93 11.76 9.12 

精锻科技 0.82 1.06 17.96 13.94 

宁波高发 1.88 2.38 21.76 17.18 

双环传动 0.49 0.64 19.35 14.75 

当升科技 0.77 1.05 35.85 26.36 

三花智控 0.71 0.87 24.89 20.52 

均胜电子 1.45 1.84 19.55 15.41 

德赛西威 1.28 1.53 29.96 25.01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汽车板块本周下跌 1.1%，基本与大盘持平。本周汽车相关概

念均不同程度下跌，车联网跌幅最大，下跌 2.5%。本周部分整车企业发

布了 3 月份的产销快报，吉利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39%，上汽集团销量同比

增长 7.44%，广汽集团销量同比增长 4.91%，长城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3.30%，其他整车厂均有不同程度的销量同比下滑。根据乘联会的数据，3

月国内乘用车日均零售销量为 5.6 万台，同比提升 4.6%，日均批发销量为

6.1 万台，同比提升 7.0%，实现节后的销量回升。继续推荐业绩稳定、转

型积极的龙头企业上汽集团、华域汽车和广汽集团。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是

当前中国汽车行业的绝对风口，新兴造车势力不断涌入，本周前途汽车进

入工信部第 306 批公告，游侠汽车湖州超级工厂开工，电咖汽车绍兴工厂

动工，陌陌、映客、锤子投资人创办新能源车企，长江汽车获 300 辆电动

客车订单，小鹏汽车 G3 本月底开始接受预订，正道 GT 概念车、H5OO、

K350 将亮相北京车展，第五家蔚来中心将亮相北京车展….在资本和产业

的双重驱动下，国内的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车迅速发展，特别是基于中国庞

大的互联网用户群，预计智能网联车的发展有望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 

2018 年 4 月 3 日，美国政府依据 301 调查单方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

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涉及约 500 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作为对

这场贸易战的回应，2018 年 4 月 4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

的不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

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涉及

2017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500 亿美元。不过商务部在公告中还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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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另行公告”，这反映出此次关税的调整还有协商的

空间。此次提高关税此时只是对美国贸易战的回击之举。中国政府此前曾

在多个场合提及降低进口关税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汽车关税下调措施。相

信提高国内市场开发度是中国政府目前对贸易的大方向。  

2017 年中国进口车辆总数为 125 万台，其中自美国进口车辆数为 28 万台，

占比为 22%；2017 年进口车辆总金额为 510 亿美元，其中自美国进口车

辆金额为 131 亿美元，占比 26%。2017 年进口车以豪华品牌为主，宝马、

奔驰、雷克萨斯进口量分别为 18.7 万台、18.4 万台和 13.5 万台，合计占

比达到 40%。中国自美国进口的车型主要集中在高溢价的 SUV 车型上，

且一大部分为美国生产的宝马、奔驰品牌，涉及的车型为宝马 X5、X6 和

奔驰 GLE、GLS 等。我们认为这次加征关税预计对宝马、奔驰的高端车

型销量影响较大，而凯迪拉克、福特等品牌由于国产化率已经相当高，进

口量较小，此次加征关税对其影响有限。随着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建成，

宝马 5 系、X3 等开始实现国产化，此次加征关税有可能还会加速 X5 等

高端车型的国产化进程。本次加征关税项目中包括“仅装驱动电动机的其

他车辆”，意味着特斯拉的所有车型将被加征 25%的关税。2017 年特斯拉

全球销量为 10.3 万台，中国销量为 1.7 万台，中国销量占比达到 16.5%，

中国销售额突破 20 亿美元。而与此同时，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到 77 万台，占全球销量的 60%以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全球关注，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就曾抱怨中美汽车贸易不公。我们认为，此次中美贸

易战升级将会提高特斯拉等进口新能源汽车的售价，减少对国内汽车企业

新能源产品的冲击，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升级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战失控，宏观经济下滑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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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表现回顾 

 汽车板块表现：汽车板块本周跌幅-1.1%，基本与大盘持平。二级板块方面，汽车整

车下跌 1.6%，跑输大盘 0.4 个百分点。整车板块下，乘用车和货车子版块分别下跌

1.2%和 1.8%。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呈现不同程度的下跌，跌幅分别为-0.6%

和-2.6%。本周沪深 300 指数表现弱于上证综指，汽车各板块均呈下跌态势，整体表

现较弱。 

图 1：汽车二级板块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热点方向表现：汽车相关概念均不同程度下跌，车联网跌幅最大，下跌 2.5%。新能

源汽车、智能汽车、充电桩指数、锂电池指数、汽车后市场、传统汽车概念本周跌

幅分别为-2.3%、-0.9%、-1.4%、-2.2%、-1.6%和-1.1%，均跑输大盘。 

图 2：汽车热点方向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行业表现：本周上证综指跌幅为-1.1%，4 个行业实现上涨，25 个行业下跌。食品饮

料、农林牧渔、国防军工涨幅居前，分别为 3.0%、2.9%和 2.0%；传媒、钢铁跌幅居

前，分别为-3.7%和-3.4%。汽车行业跌幅为-1.1%，在所有 27 个行业中涨幅排名第

10 位。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6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图 3：行业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重点个股表现：我们重点关注的汽车个股中，金固股份、潍柴动力和世纪华通涨幅

居前，分别为 5.8%、3.8%和 3.4%；当升科技、国机汽车和中通客车跌幅居前，分别

为-6.6%、-6.5%和-6.3%。 

图 4：重要个股本周涨幅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公司重大事项 

2.1 公司公告回顾 

 均胜电子（600699）：公司发布《关于购买高田公司主要资产相关协议的补充说明公

告》，对其中的《补偿与免责协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买方因 PSAN 气体发生器产生

的召回或与 PSAN 气体发生器相关的人身伤害赔偿，无论是交割前原有的 PSAN 业

务在交割后引起的，还是交割后应客户集团要求由第三方存续PSAN业务而引起的，

均不由买方承担；除客户集团的自身原因等应承担责任外，买方因交割后应客户集

团要求由第三方存续 PSAN 业务引起的政府罚款、经济损失、惩罚性损失等支出，

均不由买方承担；除客户集团的自身原因等应承担责任外，买方因交割前原有的

PSAN 业务在交割后引起的政府罚款、经济损失、惩罚性损失等支出，客户集团按照

3 亿美元封顶补偿（买方聘请了全球知名风险评估公司 Ankura 对该类风险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最大理论风险为 1.5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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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扬（002434）：公司与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旨在表明协议双方就公司在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金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投资建

设年产 130 万台（套）自动变速器与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项目等事项达成框架性投

资意向。公司进一步表明，该项目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体系，有效应对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大趋势，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和抗市场风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

发展。 

 上汽集团（600104）：发布 3 月份产销快报，3 月份实现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63.54 万

辆和 64.95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6.88%和 7.44%；2018 年前三月累计实现产量和销

量分别为 185.80 万辆和 182.24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8.01%和 10.06%。 

 广汽集团（601238）：发布 3 月份产销快报，3 月份实现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19.19 万

辆和 18.34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2.10%和 4.91%；2018 年前三月累计实现产量和销

量分别为 49.37 万辆和 50.84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6.93%和 11.21%。 

 长城汽车（601633）：发布 3 月份产销快报，3 月份实现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8.99 万辆

和 8.82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34.74%和 3.30%；2018 年前三月累计实现产量和销量

分别为 25.43 万辆和 25.66 万辆，同比增幅分别为 7.50%和 0.97%。 

 吉利汽车（0175.HK）：发布 3 月份销量快报，3 月份实现销量 12.10 万辆，同比增长

39%；2018 年前三月累计实现销量 38.63 万辆，同比增长 39%，已实现全年 158 万

辆目标的 24%。 

 国机汽车（600335）：公司发布停牌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拟将其下属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等资产注入公司，该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行为，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宇通客车（600066）：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发布，实现营业收入 332.2 亿元，同比减少

7.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 亿元，同比减少 22.62%；ROE 达到

22.15%，较上年同期减少 9.1 个百分点；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每 10 股派 5 元。 

2.2 相关公司新闻 

 广汽蔚来合资公司最新进展：广汽方面高管已就位 

广汽集团与蔚来汽车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达成战略合作之后，双方共同出资设立的

广汽蔚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近日有了实质性进展。据国内媒体从广汽集团官方获

悉，广汽方面委派王秋景、古惠南为广汽蔚来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筹）董事，

并委派王秋景为副董事长。同时提名廖兵为广汽蔚来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筹）

总经理。 

 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试运行正式启动 

位于贵阳观山湖区现代制造业产业园的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线试运行

启动仪式举行。据了解，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是吉利控股集团为支持中西

部发展与战略需要而兴建的整车制造基地，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将成为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贵州吉利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将生产新能源“甲醇”汽车、CV 平台传统动力及纯电

动汽车，该平台能实现五种车型同时混线生产，将逐渐形成 30 万辆整车生产规模。 

 集聚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 宝山年内启动华域汽车 2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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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下午，上海宝山区政府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签定战略合作备忘录，

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叠加政策、规划和产业等优势，联手推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在宝山集聚发展。双方明确，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和华域驱动电机两个项目将

于年内在宝山工业园区先期启动。 

 日产与东风合资成立新公司 专注新能源车 

据悉，雷诺-日产-三菱联盟与东风汽车合作组建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合资企业——易捷

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未来将专注研发新能源车型。其首款车型将采用雷诺-日产-

三菱联盟的小型 SUV 平台打造，并于 2019 年开始在东风汽车十堰工厂生产。 

 麦格纳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扩展复合材料尾门市场 

麦格纳今天宣布，公司与广汽集团旗下的广汽零部件有限公司（“广汽部件”）成立

合资公司，为一家国际汽车公司的跨界车型提供复合材料尾门，将于 2018 年年底量

产。新的合资公司将在长沙新建面积约为 5200 平米的工厂，初期为 116 名员工的规

模。 

3. 行业一周要闻速递 

3.1 新能源汽车 

 代工后电咖绍兴基地动工 造车新势力静待审批放开 

4 月 3 日，电咖汽车宣布，其位于绍兴的基地进入动工阶段。据了解，电咖汽车位于

浙江绍兴的整车生产基地整体厂区总投资额 55 亿元，占地约 1000 亩，全部建成后

年产量可达 18 万辆。预计该工厂一期工程将于 2019 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电咖

汽车在此前已经选择了东南汽车作为代工工厂，但电咖高层表示也在积极的申请新

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宁德时代 IPO 成功过会 

4 日上午 IPO 上会受审的宁德时代已成功过会。宁德时代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为

动力电池系统提供商，主要从事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此次 IPO，宁德时代拟于创业板公开发行 A 股不超过 2.17 亿股，占发行

后总股数的比例不低于 10%，拟募集资金 131.2 亿元。宁德时代的保荐商为中信建投

证券，后者已于 4 月 3 日的发审会中成功过会。 

 马斯克称：双电机全轮驱动版 Model 3 将于今年 7 月上市 

据外媒报道，特斯拉证实宣布，其计划在 2018 年的年中发布双电机全轮驱动版 Model 

3 车型。目前已有多种迹象表明，新版 Model 3 车型即将上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

隆·马斯克发布了新款 Model 3 的动力系统，还声称特斯拉 Model 3 的产量已高达

5000 辆/周。马斯克预计，新款特斯拉 Model 3 车型将于今年 7 月上市。据估计，双

电机版 Model 3 车型的续航里程数将略有提升，相较于单电机后轮驱动版 Model 3

车型而言，其加速时间更短。 

 加强攻势 PSA 设立电动车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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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为了在 2019 年后将旗下所有车型进行电动化，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

（PSA）近日设立了名为“低排放汽车（Low Emission Vehicles）”的全新电动车事业

部，Alexandre Guignard 将以高级副总裁的身份负责该事业部。此外。PSA 还将旗下

动力系统管理结构进行了重整。 

 第 306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发布 前途汽车获双准入 

4 月 4 日晚间，工信部正式发布了第 306 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和

2018 年第 3 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在生产企业公告中，作为造车

新势力的前途汽车已正式获得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成为继北汽新能源、云

度汽车、江铃汽车、知豆汽车、长江汽车后，第 6 家获得发改委和工信部双“准生

证”的企业。 

 游侠汽车超级工厂正式启动 四季度发布全新量产车 

4 月 3 日，浙江省第五批重大产业项目启动仪式顺利举行，游侠汽车作为湖州市近年

最大招商项目，同时也是唯一一家新造车企代表进行开工宣贯，仪式上宣告了游侠

超级工厂的正式启动。除此之外，更令人期待的是，游侠官方也正式确认，将于今

年四季度发布首款全新量产车型游侠 X。游侠超级工厂由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

司设计规划，该工厂将完全针对纯电动汽车产线平台进行全新设计建设，首次采用

与宝马工厂一致的全廊道传输设计，太阳能屋顶列阵分布，无线充电测试跑道、闭

路水循环系统及动力电池综合回收站等全球顶级汽车制造工厂的先进技术和理念。 

 PNNL 研发新电解液 电池使用寿命翻 7 倍 

据外媒报道，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NNL）研发了新的电池电解液配方，旨在延

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及电池容量，从而提升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数。新款电池电解液可

使该电池的使用寿命翻了 7 倍，从而使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数提升 2-3 倍。 

 三部委加强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管理 

4 月 2 日，工信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进一步加强《免征车辆购

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管理机制。

为加强《目录》动态管理，工信部、税务总局对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前列入《目录》

后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无产量或进口量的车型、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列入《目录》

后 12 个月内无产量或进口量的车型，经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从《目录》中予

以撤销。从《目录》撤销的车型，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机动车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

将不再接收带有免税标识的撤销车型信息，税务机关不再为其办理免征车辆购置税

优惠手续。已从《目录》撤销但需恢复资格的车型，企业要按政策要求重新申报，

经审查通过后列入《目录》。 

 宝马 5 系插混直降 20 万上市 

近期宝马推出的新款 530le 插混豪华套装版，直接将价格打到了 49.89 万元之低，相

比老款车型直接降价 20 万，这幅度简直让人咋舌。毕竟，同级的燃油车都已经卖到

了 47.99 万元。更令人震撼的是，加上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以及政策规定的免征 4

万多元的购置税优惠，530le 插混的实际成交价已经低于同级燃油车 4-5 万元不等。 

 深圳率先印发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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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 日，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深圳市开展国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监管回收

利用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8-2020 年）》（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表示，为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

99 号），在我委环资司指导下，深圳市发展改革委深入调研，积极协调，于今年 3

月份率先印发了《深圳市开展国家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监管回收利用体系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2018-2020 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动力电池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探索和

实践。 

3.2 智能汽车和车联网 

 奔驰首次公布对事发车初步判断：相关系统当晚运行正常 

关注“失控奔驰车”事件的最新进展。4 月 8 日晚上，奔驰公司发布专门情况说明，

奔驰方面首次公布了对车辆情况的初步分析结果，初步判断车辆的定速巡航系统及

驾驶系统当晚运行正常，并表示正在与薛先生沟通下一步的车辆检测工作。奔驰公

司表示，定速巡航系统是车辆电子系统的一部分，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取消，且其

运行状况可被多个相应的控制单元进行持续实时监测。若电控系统出现故障，相应

的控制单元会存储故障代码。此外，车辆随时可由液压、机械制动系统进行减速停

车；高速行进中，驾驶者试图通过开关车门及解开安全带进行减速属错误且危险操

作。车辆多个系统同时失效的情况极为罕见，且一旦出现其将无法继续长途行进。

基于这些信息，奔驰公司初步判断该车辆的定速巡航系统及驾驶系统当晚运行正常。

同时，奔驰公司表示，这仅为目前根据可获取的相关信息所进行的推断，直接对车

辆本身进行检测才能获知车辆的真实情况。 

 保时捷购买 Anagog 少数股权 利用 AI 手机应用获取用户数据 

据外媒报道，保时捷购买了 Anagog 公司的少数股权，旨在拓展其数字技术产品，后

者是一家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人工智能软件研发公司，该笔股权交易的财务明细

尚未公布。Anagog 公司研发了一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可分析智能手机内的

传感器信号，有助于了解用户“移动出行（mobility）”的实时状态及实时位置。当

用户在散步、接近车辆、停车或休眠时，该款智能手机应用将更好地提供针对性较

强的服务。Porsche Digital GmbH 在声明中写道，该应用还有助于商家确定消费者习

惯及趋势，对消费者在某些情境下的消费行为进行预判，还将催生智能停车功能。 

 波音计划最早 2020 年测试自动飞行汽车 

据美国媒体 4 月 3 日消息，自去年收购初创公司 Aurora Flight Sciences 后，波音就一

直倡导自动飞行出租车。据报道，Aurora Flight Sciences 计划于 2020 年在迪拜和达

拉斯测试该款飞行汽车。但波音方面也承认，该项目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政府

必须为管理这些车辆的安全和空域创建全新的法律框架。 

 苹果发布两大专利：激光雷达及自适应增强现实抬头显示器 

据外媒报道，Patently Apple 公布了两款苹果专利：实现车载激光雷达探测功能、采

用 3D 图像的自适应增强现实（AR）显示器，上述专利可被用于自动驾驶汽车中。 

 在硅谷 无人出租车正在走出一条“免费乘坐”的通路 

4 月 6 日，负责出租车管理的美国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PUC）发布提案，准备授权

运输公司开展试点项目，让公众搭乘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根据加州 PUC 起草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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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最初无人驾驶的出租车需要配备备用司机，之后会允许驾驶座上真的没有人。

提案中说：“这份提案将允许试验性引入（自动驾驶汽车）为公众提供乘坐服务，同

时为乘客提供安全保障和消费者保护。” 目前，提案要求进行无人出租车试运营的

公司免费提供服务。PUC 表示将在这些规定开始实施后，制定关于自动驾驶汽车有

偿乘客服务的规定。 

 戴尔科技加盟 AECC 涉足互联汽车 利用云端服务搭建车用网络运算架构 

据外媒报道，戴尔科技公司宣布，该公司已加盟汽车边缘运算联盟（AECC），进入

新兴的互联汽车及自动驾驶细分市场，该公司将重心放在利用更为智能的方式管控

汽车大数据。戴尔加盟 AECC 将有助于逐步形成网络架构及运算基础架构，旨在使

得汽车大数据的管控变得更为高效。未来车辆将需要连接数据中心云端及各类公共

云端，这就需要借助边缘运算及网络的辅助，从而实现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戴尔

将为下一代移动网络及云端提供架构，使其与汽车紧密配合。 

3.3 其他 

 伟巴斯特新工厂暨动力电池研发中心落户嘉兴 

4 月 3 日，全球零部件供应商伟巴斯特在浙江嘉兴举行了新工厂奠基仪式及新能源动

力电池系统研发中心签约仪式。这是继 3 月 28 日广州新工厂开业之后，伟巴斯特迈

出的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步伐，不仅在中国市场进一步扩大汽车天窗产能，而且在

新能源解决方案业务领域取得了进展。   

 大陆集团和欧司朗合资公司签订进一步协议 

欧司朗集团与大陆集团两家科技公司成功结束了关于双方合资公司 Osram 

Continental GmbH (德国法律实体名称)的商讨，并签订协议。双方各占 50%股权的合

资公司将致力于整合来自大陆集团和欧司朗集团在照明、光控制和电子领域各自的

专业技术。欧司朗集团特种照明事业部首席执行官 Hans-Joachim Schwabe 表示：数

字化已经成为汽车照明快速进步的催化剂，我们希望和大陆集团一起把握这一机遇，

继续引领前沿技术的发展。 

4. 新上市车型 

本周共有 19 款新车和改款车上市： 

表 1：本周新上市车型 

车型名称 新车类型 车身形式 厂商 价格 

全新一代发现 改款 SUV 路虎(进口)  74.80-110.80 万 

金牛座 改款 三厢车 长安福特  23.48-36.98 万 

宝马 M4 改款 三厢车 宝马 M 92.70-199.00 万 

奔驰 CLA级 改款 三厢车 奔驰(进口)  24.90-38.70 万 

奔驰 S级 改款 三厢车 奔驰(进口) 93.80-199.80 万 

奔驰 GLS 改款 SUV 奔驰(进口) 102.80-160.15 万 

英致 G5 改款 SUV 潍柴动力 5.78-9.38 万 

奔驰 GLC 改款 SUV 北京奔驰 39.60-58.08 万 

翼虎 改款 SUV 长安福特 16.98-24.9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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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名称 新车类型 车身形式 厂商 价格 

奔驰 GLC(进口) 改款 SUV 奔驰(进口)  49.60-63.80 万 

奔驰 GLE 改款 SUV 奔驰(进口) 76.80-149.80万 

蒙迪欧 改款 三厢车 长安福特 17.98-27.98万 

奔驰 A级 新车类型 两厢车 奔驰(进口) 23.60-36.00万 

沃尔沃 V90 改款 旅行车 沃尔沃(进口) 47.98-63.98万 

奔驰 B级 改款 两厢车 奔驰(进口)  24.20-36.80万 

雷凌 改款 三厢车 广汽丰田 10.98-16.18万 

奥迪 A8L 改款 三厢车 奥迪(进口) 87.98-256.80万 

甲壳虫 改款 两厢车 大众(进口) 19.58-27.46万 

奥迪 A8L 新能源 改款 三厢车 奥迪(进口) 109.80万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 

汽车板块本周下跌 1.1%，基本与大盘持平。本周汽车相关概念均不同程度下跌，车联网

跌幅最大，下跌 2.5%。本周部分整车企业发布了 3 月份的产销快报，吉利汽车销量同比

增长 39%，上汽集团销量同比增长 7.44%，广汽集团销量同比增长 4.91%，长城汽车销量

同比增长 3.30%，其他整车厂均有不同程度的销量同比下滑。根据乘联会的数据，3 月国

内乘用车日均零售销量为 5.6 万台，同比提升 4.6%，日均批发销量为 6.1 万台，同比提升

7.0%，实现节后的销量回升。继续推荐业绩稳定、转型积极的龙头企业上汽集团、华域

汽车和广汽集团。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是当前中国汽车行业的绝对风口，新兴造车势力不

断涌入，本周前途汽车进入工信部第 306 批公告，游侠汽车湖州超级工厂开工，电咖汽

车绍兴工厂动工，陌陌、映客、锤子投资人创办新能源车企，长江汽车获 300 辆电动客

车订单，小鹏汽车 G3 本月底开始接受预订，正道 GT 概念车、H5OO、K350 将亮相北京

车展，第五家蔚来中心将亮相北京车展….在资本和产业的双重驱动下，国内的新能源和

智能网联车迅速发展，特别是基于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预计智能网联车的发展有

望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2018 年 4 月 3 日，美国政府依据 301 调查单方结果，宣布将对

原产于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涉及约 500 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作为对这场

贸易战的回应，2018 年 4 月 4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不分进口商品加征

关税的公告》，将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等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机等进口商品对等采

取加征关税措施，税率为 25%，涉及 2017 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金额约 500 亿美元。不过商

务部在公告中还说明“最终措施及生效时间另行公告”，这反映出此次关税的调整还有协

商的空间。此次提高关税此时只是对美国贸易战的回击之举。中国政府此前曾在多个场

合提及降低进口关税的问题，其中就包括汽车关税下调措施。相信提高国内市场开发度

是中国政府目前对贸易的大方向。2017 年中国进口车辆总数为 125 万台，其中自美国进

口车辆数为 28 万台，占比为 22%；2017 年进口车辆总金额为 510 亿美元，其中自美国进

口车辆金额为 131 亿美元，占比 26%。2017 年进口车以豪华品牌为主，宝马、奔驰、雷

克萨斯进口量分别为 18.7 万台、18.4 万台和 13.5 万台，合计占比达到 40%。中国自美国

进口的车型主要集中在高溢价的 SUV 车型上，且一大部分为美国生产的宝马、奔驰品牌，

涉及的车型为宝马 X5、X6 和奔驰 GLE、GLS 等。我们认为这次加征关税预计对宝马、

奔驰的高端车型销量影响较大，而凯迪拉克、福特等品牌由于国产化率已经相当高，进

口量较小，此次加征关税对其影响有限。随着华晨宝马铁西工厂的建成，宝马 5 系、X3

等开始实现国产化，此次加征关税有可能还会加速 X5 等高端车型的国产化进程。本次加

征关税项目中包括“仅装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意味着特斯拉的所有车型将被加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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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税。2017 年特斯拉全球销量为 10.3 万台，中国销量为 1.7 万台，中国销量占比达到

16.5%，中国销售额突破 20 亿美元。而与此同时，2017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77

万台，占全球销量的 60%以上。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全球关注，特斯拉创始人马斯

克就曾抱怨中美汽车贸易不公。我们认为，此次中美贸易战升级将会提高特斯拉等进口

新能源汽车的售价，减少对国内汽车企业新能源产品的冲击，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品的

升级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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