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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宁德时代 1.98 2.44 36.13 29.30 

亿纬锂能 1.19 1.64 26.51 19.12 

欣旺达 0.55 0.78 27.84 19.63 

隆基股份 1.11 1.41 23.85 18.77 

金风科技 0.74 1.03 17.07 12.26 

国电南瑞 0.99 1.16 20.93 17.74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9 月 29 日，根据 electrek，特斯拉上海工厂首辆 Model 3 白

色车身已在该工厂下线，并计划 10 月 14 日完成上海工厂的全年投产，预

计今年年末上海工厂 Model 3 周产能有望达到 3000 辆，对应年化电池需

求约 11GWh，2020 年 6 月末周产能计划达到 10000 辆，对应电池需求约

38GWh。且 10 月 3 日，根据美国 SEC，特斯拉中国与招商银行签署 50

亿元人民币的无担保 12 个月循环贷款融资协议，加快投产进度。据 The 

Elec的非官方行业消息来源称，LG化学已经开始在南京工厂为国产Model 

3 生产 21700 圆柱电池，目前其南京工厂规划产能 32GWh，估算其中

22GWh 产能用于动力电池生产，远期难以匹配特斯拉上海工厂电池需求，

国内电池供应商有望进入特斯拉供应链，材料环节如当升科技、璞泰来、

星源材质、新宙邦等材料龙头企业也或将受益。2019 年 3 月补贴大幅退

坡，导致电动车 Q1 抢装产销数据增速良好，Q2~Q3 补贴逐渐褪去导致产

销承压。2020 年预计将成为补贴存在的最后一年，且补贴退坡压力已经

较小，难以对产业造成较大价格压力，抢装效果预计也将比较有限，其他

产业支持政策有望出台以引导行业提升供给质量。短期来看，近期产业景

气度小幅回暖，预测四季度产销环比向好，但是同比数据将低于前三季度

增速，短期内行业受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等催化事件影响，中游电池及材

料环节将继续优于整车；中长期来看，国内修订后双积分政策将对新能源

汽车产销数据有效托底，海外欧洲减排压力加大将加速海外车企电动化进

程，同样利好国内电池及材料环节，推荐关注 1）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

宁德时代；2）进入海外优质主机厂的国内电池企业亿纬锂能和欣旺达；3）

具有海外客户供应经验的材料龙头。 

 新能源发电：9 月 26 日国常会决定，从 2020 年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

制，将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电价+浮动机制”，浮动范围为上浮不

超过 10%，下浮不超过 15%，具体电价由供需双方协商或者竞价决定，

但是 2020 年暂不上浮，且要求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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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来讲，燃煤电价市场化对新能源发展影响较小：1）对于平价项目，

2019~2020 年新能源项目按照其核准时的当地燃煤标杆上网电价确定不

少于 20 年的长期固定电价购售合同，且该类项目不要求参与电力市场化

交易。这意味着 2020 年前核准的平价项目可以继续按照备案时当地燃煤

标杆电价计算收益，可能引起平价项目发生年末抢装。但是后续平价项目

可能因燃煤电价下降而降低投资收益；2）对于存量项目，其补贴按照

2017~2019 年燃煤标杆电价计算，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上网电价及补贴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因此存量项

目几乎不受影响，补贴和标杆电价将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若燃煤电价上

升，将有助于减少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压力。 

 光伏：近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

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两份文件征求了相关企业意见。核心内容包括：1）国家将不再发

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

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

则，依照项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

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序。2）要求补贴资金按年度拨付，由财政部根

据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预算、补助资金申请情况及基金入库情况，将

补助资金拨付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省级财政部门，由电网企业按照目

录优先顺序兑付补助资金。能源局预计 2019 年光伏建设 50GW，并网

40~45GW，我们拆分装机规模在 43GW 左右，需求呈现前低后高的情况：

1）存量项目大约有 10GW，包含存量有指标光伏项目总数；2）平价项目

5GW，包括地面电站 1GW、工商业分布式 4GW；3）户用指标 3.5GW；

4）扶贫指标 1.6GW；5）竞价规模 22.78GW。我们看好硅片和硅料在下

半年的发展：1）单晶硅片环节确定性大于另外三个环节，降价空间有限，

单晶渗透率持续提升；2）致密料价格维持稳定，低成本效应可以挤出二

三线多晶硅料，推荐关注隆基股份、通威股份。 

 风电：乌兰察布 6GW 平价项目于 2019 年 1 月获得核准，9 月 26 日正式

开工，位于我国风功率密度最为优良风电厂址，其风电电力通过短途

500KV/750KV 线路送到华北电网等区域进行电力交易及消纳。上半年整

机与零部件企业业绩分化明显：1）整机企业因低价机组交付影响毛利率，

但国内装机复苏叠加海外主机厂订单增长，近期风机招标价格不断回升，

与此同时，钢价也逐渐回落，风机企业毛利率将有望迎来观点，推荐金风

科技；2）零部件环节受行业抢装影响，风塔、叶片、铸件等上半年业绩

高增长，随着行业抢装延续，零部件企业业绩高增长有望维持，推荐关注

日月股份和天顺风能。 

 风险提示：新能源汽车发展不及预期、新能源装机增速不及预期、新能源

消纳力度不足、政策性风险、系统性风险。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3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目录 

1. 投资建议 ............................................................................................................................... 5 

2. 板块行情 ............................................................................................................................... 6 

3. 行业新闻 ............................................................................................................................... 8 

4. 公司新闻 ............................................................................................................................. 11 

5. 产业数据 ............................................................................................................................. 14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4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图表目录 

图 1：申万行业涨跌幅比较 ....................................................................................................... 6 

图 2：涨幅前十的股票 ............................................................................................................... 8 

图 3：跌幅前十的股票 ............................................................................................................... 8 

图 4：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万辆） ..................................................................................... 15 

图 5：多晶硅料价格走势（美元/千克） ............................................................................... 15 

图 6：硅片价格走势（元/片） ............................................................................................... 15 

 

表 1：细分板块涨跌幅 ............................................................................................................... 7 

表 2：本周锂电价格 ................................................................................................................. 15 

表 3：本周光伏产业链价格 ..................................................................................................... 16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5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1.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特斯拉加快上海工厂投产 推荐关注 LG 化学产业链 

9 月 29 日，根据 electrek，特斯拉上海工厂首辆 Model 3 白色车身已在该工厂下线，并计

划 10 月 14 日完成上海工厂的全年投产，预计今年年末上海工厂 Model 3 周产能有望达到

3000 辆，按照单车带电 75kWh 估算，对应年化电池需求约 11GWh，2020 年 6 月末周产

能计划达到 10000 辆，对应电池需求约 38GWh。且 10 月 3 日，根据美国 SEC，特斯拉

中国与招商银行签署 50 亿元人民币的无担保 12 个月循环贷款融资协议，加快投产进度。 

据 The Elec 的非官方行业消息来源称，LG 化学已经开始在南京工厂为国产 Model 3 生产

21700 圆柱电池，目前其南京工厂规划产能 32GWh，估算其中 22GWh 产能用于动力电池

生产，远期难以匹配特斯拉上海工厂电池需求，国内电池供应商有望进入特斯拉供应链，

材料环节如当升科技、璞泰来、星源材质、新宙邦等材料龙头企业或将受益。 

2019 年 3 月补贴大幅退坡，导致电动车 Q1 抢装产销数据增速良好，Q2~Q3 补贴逐渐褪

去导致产销承压。2020 年预计将成为补贴存在的最后一年，且补贴退坡压力已经较小，

难以对产业造成较大价格压力，抢装效果预计也将比较有限，其他产业支持政策有望出

台以引导行业提升供给质量。短期来看，近期产业景气度小幅回暖，预测四季度产销环

比向好，但是同比数据将低于前三季度增速，短期内行业受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等催化

事件影响，中游电池及材料环节将继续优于整车；中长期来看，国内修订后双积分政策

将对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有效托底，海外欧洲减排压力加大将加速海外车企电动化进程，

同样利好国内电池及材料环节，推荐关注 1）全球动力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2）进入

海外优质主机厂的国内电池企业亿纬锂能和欣旺达；3）具有海外客户供应经验的材料龙

头。 

 新能源发电：燃煤标杆电价取消 新能源受影响有限 

9 月 26 日国常会决定，从 2020 年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

“基准电价+浮动机制”，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 10%，下浮不超过 15%，具体电价由供

需双方协商或者竞价决定，但是 2020 年暂不上浮，且要求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

不升。 

对于新能源来讲，燃煤电价市场化对新能源发展影响较小：1）对于平价项目，2019~2020

年新能源项目按照其核准时的当地燃煤标杆上网电价确定不少于 20年的长期固定电价购

售合同，且该类项目不要求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这意味着 2020 年前核准的平价项目可

以继续按照备案时当地燃煤标杆电价计算收益，可能引起平价项目发生年末抢装。但是

后续平价项目可能因燃煤电价下降而降低投资收益；2）对于存量项目，其补贴按照

2017~2019 年燃煤标杆电价计算，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上网电价及补贴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因此存量项目几乎不受影响，补贴和标杆电

价将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若燃煤电价上升，将有助于减少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压力。 

 光伏：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或将取消 补贴资金发放有望加快 

近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就《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以及《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两份文件征求了相关企业意

见。核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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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将不再发布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录，所有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

管理平台填报电价附加申请信息，并由电网企业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依照项

目类型、并网时间、技术水平等条件，确定符合电价附加的项目名单和补助资金拨付顺

序。已纳入前七批补贴的项目（截止 2016 年 3 月底）可以直接进入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补贴清单，2016 年 4 月以来并网的项目均未纳入补贴名录，尚还处于补贴拖欠阶段。前

七批可再生能源补贴名录中，已有 46.43GW 光伏和 139.78GW 风电项目纳入其中，而截

止 2019H1，光伏和风电累计并网容量为 185.59GW 和 192.69GW，还有约 139.16GW 光

伏项目和 52.91GW 风电项目可以进入补贴名单，将有效缩短已并网项目的补贴拖欠时间。 

2）要求补贴资金按年度拨付，由财政部根据年度可再生能源附加收入预算、补助资金申

请情况及基金入库情况，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和省级财政部门，由电

网企业按照目录优先顺序兑付补助资金。其中光伏扶贫、户用和自愿参与电力市场化交

易的目录优先获得补贴，将有助于鼓励光伏扶贫、户用项目开发，也有助于刺激存量项

目自愿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 

能源局预计 2019 年光伏建设 50GW，并网 40~45GW，我们拆分装机规模在 43GW 左右，

需求呈现前低后高的情况：1）存量项目大约有 10GW，包含存量有指标光伏项目总数；

2）平价项目 5GW，包括地面电站 1GW、工商业分布式 4GW；3）户用指标 3.5GW；4）

扶贫指标 1.6GW；5）竞价规模 22.78GW。我们看好硅片和硅料在下半年的发展：1）单

晶硅片环节确定性大于另外三个环节，降价空间有限，单晶渗透率持续提升；2）致密料

价格维持稳定，低成本效应可以挤出二三线多晶硅料，推荐关注隆基股份、通威股份。 

 风电：乌兰察布平价项目开工 风电景气持续向好 

乌兰察布 6GW 平价项目于 2019 年 1 月获得核准，9 月 26 日正式开工，位于我国风功率

密度最为优良风电厂址，其风电电力通过短途 500KV/750KV 线路送到华北电网等区域进

行电力交易及消纳。 

上半年整机与零部件企业业绩分化明显：1）整机企业因低价机组交付影响毛利率，但国

内装机复苏叠加海外主机厂订单增长，近期风机招标价格不断回升，与此同时，钢价也

逐渐回落，风机企业毛利率将有望迎来观点，推荐金风科技；2）零部件环节受行业抢装

影响，风塔、叶片、铸件等上半年业绩高增长，随着行业抢装延续，零部件企业业绩高

增长有望维持，推荐关注日月股份和天顺风能。 

2. 板块行情 

本周电气设备（申万）指数收报 4120.03 点，本周下跌 138.36 点，跌幅为 3.25%，在申万

指数中的表现居中。沪指收报 2932.17 点，本周下跌 74.28 点，跌幅为 2.47%；深成指收

报 9548.96 点，本周下跌 332.29 点，跌幅为 3.36%；创业板指收报 1647.53 点，本周下跌

57.51 点，跌幅为 3.37%。 

图 1：申万行业涨跌幅比较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7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1：细分板块涨跌幅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本月涨跌幅 19 年初至今 

857322.SI 工控自动化(申万) 0.07% 7.35% -21.92% 

857321.SI 电网自动化(申万) -1.61% 11.18% -15.75% 

857323.SI 计量仪表(申万) -1.98% 7.49% -35.22% 

000001.SH 上证综指 -2.47% 1.59% -11.34% 

857336.SI 其它电源设备(申万) -2.58% -0.11% -9.06% 

857343.SI 低压设备(申万) -2.62% 0.69% -18.09% 

884114.WI 充电桩指数 -2.77% 4.93% -23.36% 

857341.SI 高压设备(申万) -2.93% 0.89% -37.63% 

857332.SI 风电设备(申万) -2.98% 2.13% -30.26% 

857342.SI 中压设备(申万) -3.29% 4.90% -32.59% 

399001.SZ 深证成指 -3.36% 1.96% -13.51% 

399006.SZ 创业板指 -3.37% 2.27% -6.00% 

884039.WI 锂电池指数 -3.46% 4.76% -29.13% 

857333.SI 光伏设备(申万) -3.99% -0.13% -11.41% 

857335.SI 储能设备(申万) -4.18% 0.76% -17.94% 

857344.SI 线缆部件及其他(申万) -4.25% 3.53% -29.91% 

857331.SI 综合电力设备商(申万) -4.34% -1.92% -22.26% 

884076.WI 新能源汽车指数 -4.70% 1.34% -36.91% 

857334.SI 火电设备(申万) -4.96% -0.94% -51.48% 

850741.SI 电机Ⅲ(申万) -5.05% 0.90% -35.01%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板块内涨幅前十位的股票分别为金冠股份、智光电气、坚瑞沃能、天能重工、赛摩电气、

大金重工、旭光股份、晶盛机电、长园集团、华友钴业；跌幅前十位的股票分别为瑞特

股份、新纶科技、晓程科技、科恒股份、凯发电气、中光防雷、尚纬股份、德威新材、

风范股份、通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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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涨幅前十的股票  图 3：跌幅前十的股票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3. 行业新闻 

 能源局：1-8 月份全国售电量 38991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6.2% 

国家能源局发布 1-8 月份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1-8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47422 亿千瓦

时，增长 4.4%。全国售电量 3899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2%。 

 驱动电机：8 月装机 7.5 万台；为理想 ONE 配套，博格华纳挺进前十 

新能源汽车配套驱动电机在 8 月的装机量继续呈同比下降走势。根据工信部整车出厂合

格证核算，2019 年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配套驱动电机装机量为 74848 台，环比继续下

跌 9%，同比降幅扩大至 29%。2019 年 1-8 月累计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配套驱动电机装

机量超 79 万台，同比增长 35%，增幅继续收窄。 

 德国：要求所有加油站安装充电桩 到 2030 年新建 100 万个充电桩 

德国政府计划到 2030 年将修建 100 万个充电桩，并要求所有加油站安装充电桩。同时，

将提高部分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以配合德国政府出台的“气候保护计划 2030”。中国的

汽车行业发展较德国相比，在电动化方面更胜一筹。据了解，我国的计划是到 2020 年，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500 万辆，充电设施配备达到 480 万个。 

 广东省：首个竞价光伏项目已经并网 

由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江门广发渔业光伏有限公司建设的台山渔业

光伏产业园二期项目（第二部分 13MW），在距离竞价上网项目名录公布仅短短 43 天的

时间里，已完成完成项目建设及并网调试工作，于 8 月 15 日率先并网，成为广东省 7 月

11 号以后开工、实现最早并网的竞价光伏项目。 

 威马 EX5 再起火 造车新势力成“自燃”重灾区 

进入 2019 年之后，新能源汽车自燃事件愈发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8 月，新能源

起火事件至少已发生 20 起，造车新势力更是当中的“重灾区”。其中，特斯拉在上海的

自燃事件，引发大量关注。此外，蔚来，以及云度等也纷纷身陷其中。 

 南方电网：2020 年建成集成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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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公司印发《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0 年建成信息互

联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集成、数据挖掘智能应用的集成供应链体系，为产业价值链

的整合提供基础保障，打造公司在新时期的核心竞争力。 

 LG 化学：开始在南京生产高镍电池，供应特斯拉上海工厂 

全球锂电池制造巨头之一的LG化学公司已开始在中国南京的工厂大规模生产Model 3使

用的 21700 锂电池。特斯拉已经将 LG 化学列为其上海电动车工厂的电池供应商之一。在

与特斯拉签订合同之前，LG 化学将其 NCM 811 电池用于电动大巴车，Model 3 是第一款

使用这些特殊电池的轿车。 

 8 月新能源乘用车上牌量同比再跌 32%，威马夺新势力上险冠军 

根据交强险上险量数据，2019年8月国产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为4.18万辆，同比下跌32%，

环比上涨了 24.1%，其中纯电动车上险 2.91 万辆。8 月出租租赁市场上险量占总上险量的

22%，占比幅度有所回升。 

 通用 70 亿美元"扑火" 欲减轻电气化对传统岗位冲击 

通用汽车承诺在美投资的 70 亿美元（约合 496 亿人民币）中，将包括投产一款纯电动皮

卡车型和一套先进的电池系统。不过，通用方面并没有提供时间、具体工厂或者具体产

品等信息。 

 比亚迪：据悉考虑让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业务进行 IPO 

IGBT 是能源变换与传输的核心器件，俗称电力电子装置的“CPU”，作为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轨道交通、智能电网、航空航天、电动汽车与新能源装备等领域应用极广。 

 宝马泰国生产电池 用于当地产车型 

宝马集团将与 DR XLMAIER 集团合作，在泰国启动高压电池模块和电池包的生产。DR 

XLMAIER 集团自 1966 年起就成为了宝马集团的合作伙伴，也是宝马合作时间最长的供

应商之一。生产出的电池将会被运往 Rayong 工厂，用于生产宝马 5 系插电式混合动力全

系车型，该车型已于 2019 年 7 月推出。 

 LG 化学：拟印尼设电池厂 

LG 化学表示，公司拟在印尼投建锂电池厂，作为应对印尼自 2020 年 1 月起实施禁止镍

矿石出口计划的一项预防措施。印尼海事协调部长潘杰坦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由于

电动车电池中的含镍量低于 1.4%，LG 化学公司的投资计划将支持印尼的电动汽车发展。 

 研究称新型锂离子电池寿命达百万英里 特斯拉或将生产 

与特斯拉达成合作协议的达尔豪斯大学电池研究人员日前发布的新研究称，其开发的新

型锂离子电池能够为电动汽车提供超过 100 万英里的总里程，而特斯拉随之也申请了一

项新型电池专利。 

 蔚来汽车：计划年底前全球裁员 20% 剥离非核心业务 

亏损加剧的、业务现金流低于预期，使得蔚来被迫从其首席执行官李斌和主要股东之一

腾讯那里筹集 2 亿美元资金。蔚来汽车第二季度亏损超过预期，促使这家陷入困境的电

动汽车初创企业不得不筹集更多资金，同时进行裁员，并剥离部分业务。 

 GGII：8 月动力电池装机量 3.64GWh，卡耐/欣旺达同比增速超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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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产业研究院（GGII）通过最新发布的《动力电池月度数据库》统计显示，2019 年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74,084 辆，同比下降 23%，环比增长 1%；动力电池装机量约

3.64GWh，同比下降 13%，环比下降 22%。 

 孚能科技：打造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供应商 

孚能科技专注于新能源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及整车电池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为

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提供动力电池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已成为全球三元软包电池领军企

业之一。公司整合全球锂离子动力电池领域的创新资源，致力于打造顶级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供应商。 

 金冠股份：成为国有控股企业 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 

公司与古都资管股权转让事宜于今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成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

司，古都资管直接持有公司 2.17 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4.60%），成为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政府。 

 特斯拉：北美将新建 10 座 V3 超级充电站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特斯拉有超过 40 个新站进入了许可申请或建设阶段（数据来自

superge.info）。新站中，至少有 10 座已经证实拥有最新的 250 kW V3 超级充电桩。未来

可能还将会出现更多的使用 V3 技术的超级充电站，因为许可文件中并没有披露所有的细

节。 

 欧洲动力电池企业加快从中国采购锂电池原料 

欧洲本土电池企业在当地政府组织和车企的支持下也在快速崛起。对于国内动力电池上

游企业来说，新一波市场红利就在眼前。为对抗来自亚洲动力电池厂商的威胁，欧洲本

土动力电池厂商正加紧原材料全球化采购的步伐，为项目投产储备“粮草”。 

 恒大与汽车技术巨头全面合作 新能源汽车里程碑事件 

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与全球顶尖的汽车工程技术龙头企业,在深圳恒大总部举行研发设计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步研发 15 款新车型，覆盖顶级型、超豪华型、豪华型、尊享型、

舒适型、经典型等全系列产品。 

 韩国零件供应商 Myongshin 将于 2021 年为拜腾代工 M-Byte 年产 5 万台 

韩国零件供应商 Myongshin 已同意为中国初创汽车拜腾在其从通用汽车收购的一家工厂

中每年生产逾 5，0000 辆电动汽车。Myongshin 将从 2021 年起开始为拜腾代工纯电动

M-Byte，这是拜腾的首款车型。这些汽车将在韩国和海外进行销售。 

 中国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应用推广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及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开展，国家能源局负责总体实施，中国分布式

可再生能源政策开发和示范推广项目已于近期正式启动。9 月 26 日，该项目开始对苏州

市分布式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研究、青海可再生能源发展行动方案咨询服务开

始招标采购。 

 玛莎拉蒂：公布全新发展规划 2020 年开启电动化时代 

所有玛莎拉蒂新车型都将坚持 100%意大利制造， 玛莎拉蒂计划在 2020 年正式开启电动

化时代，Ghibli 轿车将成为玛莎拉蒂品牌第一款混动车型。玛莎拉蒂首款全新跑车将在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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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纳工厂进行生产，全新 SUV 生产线将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末启动，首批试装车有望在

2021 年下。 

 甘肃省：启动省内调频辅助服务市场 风光电站中储能补偿费用由储能投资商与风光

电站协商 

为进一步推进甘肃电力市场建设，完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建设与现货市场配套衔接的

调频市场，甘肃能源监管办对原《甘肃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试行）》进行了完

善修订，于 9 月 20 日正式印发了《甘肃省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暂行）》。 

 首次应用于厂级 AGC 调频 华润鲤鱼江储能调频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 

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储能调频项目顺利通过 30 天连续调频试运行，正式投入商

业运营。该项目为首个由电厂自主投资建设运维的储能调频项目，该项目是储能联合调

频系统首次应用于南方电网直调机组，也是储能系统首次应用于厂级 AGC 调频模式。 

4. 公司新闻 

 欣旺达:公司控股子公司欣旺达电子印度有限公司因扩大经营业务需要，需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8000 万美元的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 5 年（含）。全资子公司

南京市欣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因投资土地、基建、设备等项目需向银行、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项目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期限不超过 7 年（含）；因经营需要，

向银行申请短期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期限不超过 1 年（含）。自合同生效

之日起计算，欣旺达对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担保额

度。 

 置信电气: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英大证券 96.67%股权，交易价格为 498,360.63

万元以及英大信托 73.49%股权，交易价格为 941,411.37 万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同时，公司进行配套融资，即公司以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价的 100%，同时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0%。 

 东方日升:仙桃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其融资能力与资

金周转能力，公司拟为仙桃楚能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不超过 19,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

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4 个月。 

 凯发电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Rail Power Systems GmbH 与德国铁路联邦集团签订了

法兰克福-巴德维尔贝尔接触网改造和扩建工程的合同，金额为 4,492.40 万欧元。 

 坚瑞沃能:双方对公司恢复生产和行业前景的自主判断，为加强双方在锂电应用综合

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的市场渠道开发合作，推动双方各项业务的发展，经陕西坚瑞

沃能股份有限公司与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友好协商，在自平等协商及互

利共赢的基础上，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天奈科技:本次发行价格 16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57.07 倍。截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司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7,964,529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6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92,743.2464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用、律师费用、审计及验资费用、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发行上市手续费

及其他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2,900.074 万元。公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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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其中 52,775,785 股股票将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起上市交易。 

 中天科技:公司收到三峡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中天科

技股份为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 800MW（H6、H10）海上风电项目直流电缆采购及敷

设项目中标人,约 15.11 亿元。 

 梦网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鞍山市云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的“梦网云数据中心”将

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正式投入商用，该数据中心是东北地区唯一一个三网融合 A 级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6 亿元，分为机房和办公楼两个建筑。共有 1174 个

4.5KW 标准机柜，可承载超过 2 万台服务器。 

 易世达: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与汉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以货币出资设立一家合

资公司，通过合资公司投资建设工业大麻基材产香薄片生产基地和工业大麻素加热

不燃烧非烟制品加工基地项目。 

 天齐锂业:公司全资子公司 Tianqi Lithium Kwinana Pty Ltd 与 Northvolt ETT AB 签订

了 Supply Agreement 本次签订的《长期供货协议》约定 TLK 向 Northvolt 销售氢氧化

锂，销售单价由双方协商确定；销售数量包括基础数量和额外数量,其中，平均单一

年度氢氧化锂产品基础销售数量约为 TLK位于澳洲奎纳纳地区的氢氧化锂建设项目

达产后年产能的 6%-10%。 

 国电南瑞:公司公示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拟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 25 亿元）的超短期融

资券。 

 天赐材料: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天祺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竞得龙山大道东

侧、高新大道南侧地块，与湖口县土地交易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

确认书》。本次竞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后，该宗地将作为九江天祺 400kt/a 硫磺制酸项

目的建设用地，为九江天祺未来项目建设和发展，进行必要的土地资源储备，有利

于公司的持续长远发展。 

 坚瑞沃能: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坚瑞利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与南京力腾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宇兴投资管理中心、苏州安靠电源有限公司、天津进平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及郑向阳先生在北京签署了《陕西利同壹号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拟共同发起设立陕西利同壹号新能源有限合伙企业。其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5050 万元，该有限合伙企业的主要经营范围为：新能源电池生产制造销售；

动力电池、电池包的研发及销售；电动车的组装与销售、公司的股权投资；汽车租

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服务。 

 惠程科技: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500 万美元参与认购以色列 Xjet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Xjet公司”）D 轮融资的优先股。公司后续有意再追加 2,000 万美元或更多投资，以

满足 Xjet 公司在中国的产业化需求，包括建设一个制造基地，帮助惠程科技成为 Xjet

公司 3D 打印机的部分零部件以及原材料的首选制造商。 

 能科股份:公司近日召开股东会同意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能宏信息, 拟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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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能源:公司本次为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安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提供人民币

30,000 万元、5,000 万元的担保。本次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远东电缆、安缆生产经营

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科陆电子:公司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深圳市车电网络有限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深圳市车电网络有限公司 17.06%股权以 5,119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深圳市远致华信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将持有的车电网 6.67%

股权以 2,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建信远致投贷联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将

持有的车电网 0.27%股权以 81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信福汇二号投资合伙企业、

将持有的车电网 25%股权以人民币 7,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珠海智新慧投资合伙企

业。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仍持有车电网 51%的股权。 

 ST 新梅:公司拟以其拥有的全部置出资产作为对价与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爱旭科技

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的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将持有爱旭科技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后 100%股权。 

 中材科技: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完成 2019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3 亿

元的发行。 

 亿纬锂能:公司于 2019年 9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或子公司亿纬亚洲与 SKI 合资建设动力电池产能的议案》。 

 京城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数量

合计不超过 8,440 万预案，本次发行前京城机电直接持有公司 43.30%的股权，为公

司的控股股东。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持股比例上升至 52.75%。 

 中恒电气: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恒云能源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分别与国网浙江综

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与广州北方新能源技术有

限公司签订了《埃塞拜尔图及柏黑玛太阳能微电网项目储能电池系统和能量管理系

统合同》。上述合同签约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198 万元。 

 天能重工:公司公示成为“中广核内蒙古兴安盟风电场塔筒采购-标段 2”的中标候选人，

此次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925,159,848.00 元，占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总额的

66.39%。 

 特变电工: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 亿元与乌鲁木齐市产业引导

私募基金及新疆红山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投资设立乌鲁木齐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特能源引导基金（有限合伙）。该基金设立后的投资项目包括新特能源多晶硅产

品质量提升及硅基、锆基产业链延伸等重点项目。 

 大金重工:1)公司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拟以自有资金在内蒙古兴安盟设立全资子公

司，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2)公司为“中广核内蒙古兴安盟风电场塔

筒采购-标段 1”的中标候选人,预计中标总金额约为 916,058,676.00 元，占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的 94.46%。 

 中电兴发:公司关于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布预案，本次发行对象为不超

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募

集资金不超过 20.00 亿元。 

 许继电气:中国三峡电子采购平台发布了“三峡如东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示范项目

换流阀设备采购中标结果公示（招标编号：TGT-XNYFD-SB201909D）”，公司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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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许继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部分标段中标人，公司将提供许继集团本次中标的相

关产品与业务。 

 良信电器:公司拟与朗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保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

保腾联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作，通过合伙制企业形式共同组建成立投资基金，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8500 万元，其中首期出资 2,550 万元。 

5. 产业数据 

 锂电池： 

电芯市场：铁锂电池模组 0.76-0.8 元/wh，三元动力电池模组 0.9-0.95 元/wh。 

 正极材料： 

三元材料：NCM523 动力型三元材料报在 14.7-15 万/吨之间，NCM523 数码型三元

材料报在 14-14.3 万/吨之间, NCM811 型三元材料报 20-20.5 万/吨之间。 

三元前驱体：近期国内三元前驱体价格小幅上涨，目前 523 型三元前驱体价格报在

10-10.3 万/吨之间，涨幅 0.3 万元。 

硫酸钴：持货商挺价意愿不改，频频报出 6.5 万/吨以上的出货价格。不过下游响应

者寥寥，实际成交不多，且成交价格多落在 5.8-6.1 万/吨之间。 

硫酸镍：报在 3-3.2 万/吨之间。 

硫酸锰：报在 0.62-0.65 万/吨之间。 

钴方面：价格报在 30-32 万/吨之间，较 8 月末上涨 4 万元。 

镍方面：截止 9 月末，国内电解镍价格报在 13.71-13.73 万/吨，较 8 月末小涨 0.75

万元左右 

锰酸锂：目前容量型锰酸锂报 2.6-2.9 万元/吨，高压实锰酸锂报 3.2-3.5 万元/吨，高

容量型锰酸锂（克容 120 以上）报 4.2-4.5 万元/吨，小动力型锰酸锂（循环 500-1000

周）报 3.8-4.5 万元/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预计 10 月份锰酸锂价格仍将有小幅下

行空间。 

锂盐：锂盐市场目前依旧供过于求，第四季度青海地区随着气温的降低，产量将减

少，短期价格跌幅或将放缓。 

 负极材料： 

现国内负极材料低端产品主流报 2.1-2.6 万元/吨，中端产品主流报 4.3-5.7 万元/吨，

高端产品主流报 7-9 万元/吨。 

 隔膜： 

数码价格：5μm 湿法基膜报价 2.8-3.6 元/平方米；5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

报价为 3.7-4.6 元/平方米；7um 湿法基膜报价为 2-2.6 元/平方米；7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7-3.8 元/平方米。 

动力价格：14μm 干法基膜报价为 1-1.3 元/平方米；9um 湿法基膜报价 1.4-1.8 元/

平方米；9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7-3.5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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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液 

现国内电解液价格普遍在 3.2-4.4 万元/吨，高端产品价格在 7 万元/吨左右，低端产

品报价在 2.3-2.8 万元/吨。 

溶剂：溶剂市场现主流在 1.25-1.5 万元/吨，DMC 报 7000 元/吨左右，DEC 报 14500

元/吨左右。 

溶质：六氟磷酸锂市场出货有所好转，产品价格低位持稳，现主流报 8.6-10 万元/吨，

高报 12 万元/吨。 

表 2：本周锂电价格 

品名 规格 价格 单位 

三元材料（数码） 523 型 14-14.3 万元/吨 

磷酸铁锂 动力型 4.2-4.5 万元/吨 

人造负极材料 345-355mAh/g 6.2-7.5 万元/吨 

电解液 铁锂用 3.2-3.8 万元/吨 

隔膜 国产 9um/湿法 1.4-1.8 元/平方米 

容量圆柱锂电池 2500mAh 5.7-6 元/支 

三元材料（数码） 523 型 14-14.3 万元/吨 

资料来源：鑫椤资讯 长城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 

图 4：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万辆）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光伏产品价格 

图 5：多晶硅料价格走势（美元/千克）  图 6：硅片价格走势（元/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15 0.6 0.6 1.4 1.1 1.5 2.1 1.7 1.8 2.8 3.4 6.1 8.4

2016 2.2 1.3 2.3 3.2 3.5 4.4 3.6 3.8 4.4 4.4 6.5 10.5

2017 0.6 1.8 3.1 3.4 4.5 5.9 5.6 6.8 7.8 9.1 11.9 16.3

2018 3.8 3.4 6.8 8.2 10.2 8.4 8.4 10.1 12.1 13.8 16.9 22.5

2019 9.6 5.3 12.6 9.7 10.4 15.2 8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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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表 3：本周光伏产业链价格 

项目 均价 涨跌幅（%） 涨跌幅（$） 

多晶硅料（kg) 

多晶硅 多晶用（USD） 7.00 1.4 0.100 

多晶硅 单晶用（USD） 8.6 -- -- 

多晶硅 菜花料（RMB) 60 -- -- 

多晶硅 致密料（RMB) 75 -- -- 

硅片（pc) 

多晶硅片-金刚线（USD) 0.238 0.8 0.002 

多晶硅片-金刚线（RMB) 1.850 0.5 0.010 

铸锭单晶-158.75mm（USD） 0.355 -- -- 

铸锭单晶-158.75mm（RMB） 2.70 -- -- 

单晶硅片-180um(USD) 0.405 -- -- 

单晶硅片-180um(RMB) 3.12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USD) 0.45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RMB) 3.47 -- -- 

电池片（W)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USD) 0.105 -- --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RMB) 0.82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以上(USD) 0.12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以上(RMB) 0.910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双面(USD) 0.120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双面(RMB) 0.920 -- -- 

组件（W) 

多晶组件-275W(USD) 0.220 -- -- 

多晶组件-275W(RMB) 1.700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USD） 0.257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RMB） 1.840 -1.1 -0.020 

各区域组件（W） 

多晶组件-275W 欧洲(USD) 0.220 -- -- 

多晶组件-275W 印度(USD) 0.263 -1.5 -0.004 

多晶组件-275W 澳洲(USD) 0.217 -- -- 

315W 单晶 PERC 组件-美国（USD） 0.4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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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均价 涨跌幅（%） 涨跌幅（$） 

310W 单晶 PERC 组件-欧洲（USD） 0.257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澳洲（USD） 0.256 -- -- 

组件辅材（m2） 

光伏玻璃（RMB） 28.0 -- -- 

资料来源：Pvinfolink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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