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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58%，电气设备（申万）指数上涨 2.33%，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75 个百分点，风电设备（申万）涨幅居前。目前电气设

备（申万）的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8.23 倍，相对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136.8%，估值溢价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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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季度以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速持续放缓，9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到 7.6 万辆，同比下降 31%，环比增长 3%；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3.95GWh，

同比下降 31%，环比增长 9%。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

均有不同程度下滑，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合计 3.64 GWh，占总装机量

92.15%，行业集中度有所下滑。目前行业从业绩到估值均处于筑底阶段，安

全边际较高，动力电池产业链迎来布局机会。近期行业各公司陆续披露三季

度业绩预告，其中亿纬锂能和恩捷股份三季度净利润均有大幅增长。我们继

续维持新能源电池行业“看好”投资评级，建议关注业绩增长稳定，市场份额不

断提升的动力电池公司，如宁德时代（300750）、亿纬锂能（300014）；以

及具有核心技术优势，下游客户需求不断提升的中游材料公司，如当升科技

（300073）、恩捷股份（002812）。 

 

风险提示：补贴退坡影响超市场预期，行业竞争加剧致毛利率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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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业走势和投资策略 

1.1 行情表现及行业估值 

近 3 个交易日，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58%，电气设备（申万）指数上涨 2.33%，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75 个百分点，风电设备（申万）涨幅居前。目前电气设备

（申万）的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8.23 倍，相对沪深 300 的估

值溢价率为 136.8%，估值溢价率有所上升。 

图 1：电气设备（申万）行业各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2：电气设备（申万）市盈率（历史 TTM 法，整体法，剔除负值）走势及估值溢价率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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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资策略 

进入三季度以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速持续放缓，9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7.6

万辆，同比下降 31%，环比增长 3%；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3.95GWh，同比下降

31%，环比增长 9%。乘用车、客车和专用车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均有不同程度

下滑，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前十合计 3.64 GWh，占总装机量 92.15%，行业集中

度有所下滑。目前行业从业绩到估值均处于筑底阶段，安全边际较高，动力电池

产业链迎来布局机会。近期行业各公司陆续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亿纬锂能

和恩捷股份三季度净利润均有大幅增长。我们继续维持新能源电池行业“看好”投

资评级，建议关注业绩增长稳定，市场份额不断提升的动力电池公司，如宁德时

代（300750）、亿纬锂能（300014）；以及具有核心技术优势，下游客户需求

不断提升的中游材料公司，如当升科技（300073）、恩捷股份（002812）。 

风险提示：补贴退坡影响超市场预期，行业竞争加剧致毛利率下滑。 

2.行业要闻 

我国将从明年起取消煤电联动机制。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尚未实

现市场化交易的燃煤发电电量，从明年 1 月 1 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

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这意味着，我国

将告别已经实行了 15 年的煤电联动机制。“这一部署的核心是市场化，即进一步

加大电力体制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

业发展部副主任叶春说。为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矛盾，我国于 2004 年底出

台了煤电联动政策，即根据煤炭价格波动相应调整电价。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

电力体制改革，将过去执行“政府定价”的计划交易转为双方“协商定价”的市场化交

易。当前，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电量已占约 50%、电价明显低于标杆上网电价。

因此煤电联动机制已经失去其原本意义。按照此次会议要求，新机制的基准价按

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 10%、下浮原则上

不超过 15%。具体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通过协商或竞价确定。

为降低企业成本，会议强调，电价明年暂不上浮，特别要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

价只降不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达 1.1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9.3%，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32.4%。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平

均降价幅度 3.4 分/千瓦时，减轻企业用电负担约 300 亿元。（来源：国家能源局） 

两大世界级电网创新工程投运。近日，准东-皖南±11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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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通 1000 千伏交流特高压 GIL（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综合管廊工程投

运。这两项工程均占据了当今世界输电技术各自领域的制高点，推动我国电工装

备制造能力实现新的飞跃，使我国能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得到了提升。准东-

皖南工程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电距离最远、技术水平

最先进的直流输电工程。苏通 GIL 综合管廊工程是世界上首次在重要输电通道中

采用特高压 GIL 技术，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技术水平最

高的超长距离 GIL 创新工程。准东-皖南工程投运后，具备年送电 600 亿-850 亿

千瓦时的能力，可使华东地区每年减少燃煤约 3800 万吨。建设苏通 GIL 综合管

廊工程，华东将能更加有效地接纳包括准东-皖南工程在内的特高压、超高压直流

通道，受电能力达到 6980 万千瓦，每年可以减少发电用煤 1.7 亿吨，减排二氧

化碳 3.1 亿吨、二氧化硫 96 万吨、氮氧化物 53 万吨、烟尘 11 万吨，显著改善

华东地区环境质量，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有力支撑。（来源：国家能源局） 

我国高速公路充电网已基本形成。随着充电设施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建设完善，电

动汽车也有了“远方”。记者 9 日从国网电动汽车公司获悉，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

电动汽车成为高速公路上一大主力，由此带来高速公路充电桩日均充电量大幅攀

升至 40.8 万千瓦时，是平时的 3.6 倍，较去年同期翻番。京港澳、沈海、大广、

长深和京哈成为国庆假期充电量排名前五的高速公路。从分布地区看，充电量排

名前四位的省份为河北、江苏、浙江和湖北。“充电难、远行难”，过去一直是许

多电动汽车车主的“痛”。为缓解这一矛盾，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高速公路充电设

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截至目前，已建成京沪高速、京港澳高速等“十纵”，青银高

速、沪蓉高速等“十横”以及首都环线、杭州湾环线“两环”的高速快充网络。仅国家

电网经营范围就有快充站 2080 座、充电桩 8423 个，覆盖高速公路近 5 万公里，

连接 19 个省的 171 个城市。这些充电站平均间距小于 50 公里，最快半小时就能

充满电。充电便利直接提升了车主的远行信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主要

高速公路充电量呈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节假日增长更为显著。今年春节期间日

均充电量约 25 万千瓦时，五一假期日均充电量接近 30 万千瓦时。（来源：中电

联） 

3.公司公告 

恩捷股份发布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000.00 万元—23,50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97%—45.66%。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892.78 万元—62,392.78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3.97%—45.66%。本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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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同比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系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湿法锂电池隔膜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产量及销量持续稳定增长，公司经营业绩进

一步稳健提升。 

中环股份发布 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000 万元 -26,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2.89%-106.74%。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8,214.51 万元-71,214.5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0.20%-67.25%。 

雪人股份与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雪人股

份于近日与陕西环保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与

陕西环保集团进行战略合作,依托各自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运营管理和资本运

作的优势，强强联合，共同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及相关产业领域的合作，实现共赢。 

4.光伏产品价格跟踪 

根据 PV insights 统计，本周光伏级多晶硅价格保持不变，156mm 多晶硅片价格

保持不变，156mm 单晶硅片价格保持不变。156mm 多晶电池片价格保持不变，

156mm 单晶电池片价格保持不变。组件价格下跌 0.5%。 

图 3：多晶硅价格走势（元/千克；美元/千克）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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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硅片价格走势（元/片）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5：电池片价格走势（元/W）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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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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