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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电动车规划将出台 2020 光伏政策

框架已定 

——电力设备与新能源行业周报  

 

 

股票名称 
EPS PE 

19E 20E 19E 20E 

宁德时代 2.04 2.49 42.89 35.13 

亿纬锂能 1.52 1.90 29.37 23.53 

欣旺达 0.55 0.74 31.95 23.74 

恩捷股份 1.05 1.40 39.17 29.60 

璞泰来 1.76 2.18 39.83 32.16 

新宙邦 0.97 1.21 30.89 24.65 

隆基股份 1.28 1.54 18.63 15.49 

金风科技 0.71 1.04 16.37 11.18 

国电南瑞 0.97 1.17 23.73 19.66 

资料来源：Wind 长城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11 月 28 日，工信部组织召开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讨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初稿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左右上报，将指出燃料电池和锂电汽车发展规划。

该文件征求意见稿日前已流传出来，与《2020 规划》相比，《2035 规划》

大力支持我国汽车电动化进程，但是支持方式逐渐由过去的补贴型支持转

向市场化培育方式。前 10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94.7 万辆，同比增长

10%，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协会，主流动力电池厂商 9~10 月产量较

大，而下游需求弱势导致库存量增加明显，11 月中旬开始，主流动力电

池厂商开始减产，年末以去库存为主，产业链价格继续下探。预计全年产

销达到 110 万辆左右，同比减少约 12%，动力电池装机 62GWh，同比增

长 7%。2020 年国内外边际改善均较为明显：1）国内补贴数量已经较低，

补贴退坡对产销影响不大，国内市场由补贴导向转型市场导向导致 2019

年产销下滑，2020 年政策边际向好，以及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的刺激下，

产销有望迎来新高；2）欧洲市场在碳排放压力下大力布局电动化，大众

发布五年规划、宝马增加电池长期订单，车企纷纷发布电动化新车型，海

外需求将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继续高速发展。我们推荐各环节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龙头企业，推荐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欣旺达、恩捷股份、璞泰来、

新宙邦、当升科技。 

 光伏：本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表示目前 2020 年政策框架已基本

确定，总基调及操作办法与 2019 年的政策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主要

通过竞价确定补贴规模，补贴数量可能是 17.5 亿元（不含扶贫），具体数

额还要等待财政部最终确认，户用光伏拟安排 5 亿元，剩下的金额安排给

竞价项目。今年前十月光伏装机低于市场预期，累计并网 17.14GW，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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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减少 53%，主要是今年国内光伏政策下发较晚所致，22.79GW 的竞价

项目中今年未完成的部分将大概率在明年上半年完成，2020 年光伏装机

有望同比改善。目前供需失衡产业链价格持续下滑，但行业龙头依靠成本、

技术和规模优势，业绩仍大幅提升，预计龙头企业产能扩充明年仍然持续。

对于需求端客户，规模大、品牌形象、售后服务、可靠性等指标也影响产

品选择。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将继续向龙头企业提升，推荐关注隆基股份、

通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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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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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2035 新能源汽车规划年末有望出台 

11 月 28 日，工信部组织召开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联络员会议，讨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初稿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左右上报，将指

出燃料电池和锂电汽车发展规划。该文件征求意见稿日前已流传出来，与《2020 规划》

相比，《2035 规划》大力支持我国汽车电动化进程，但是支持方式逐渐由过去的补贴型支

持转向市场化培育方式。 

前 10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94.7 万辆，同比增长 10%，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协会，

主流动力电池厂商 9~10 月产量较大，而下游需求弱势导致库存量增加明显，11 月中旬开

始，主流动力电池厂商开始减产，年末以去库存为主，产业链价格继续下探。预计全年

产销达到 110 万辆左右，同比减少约 12%，动力电池装机 62GWh，同比增长 7%。2020

年国内外边际改善均较为明显：1）国内补贴数量已经较低，补贴退坡对产销影响不大，

国内市场由补贴导向转型市场导向导致 2019 年产销下滑，2020 年政策边际向好，以及特

斯拉上海工厂投产的刺激下，产销有望迎来新高；2）欧洲市场在碳排放压力下大力布局

电动化，大众发布五年规划、宝马增加电池长期订单，车企纷纷发布电动化新车型，海

外需求将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继续高速发展。我们推荐各环节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

业，推荐宁德时代、亿纬锂能、欣旺达、恩捷股份、璞泰来、新宙邦、当升科技。 

 光伏：2020 年政策框架已定 国内需求支撑性有保障 

本周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表示目前 2020 年政策框架已基本确定，总基调及操作办

法与 2019 年的政策相比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主要通过竞价确定补贴规模，补贴数量可能

是 17.5 亿元（不含扶贫），具体数额还要等待财政部最终确认，户用光伏拟安排 5 亿元，

剩下的金额安排给竞价项目。 

今年前十月光伏装机低于市场预期，累计并网 17.14GW，同比减少 53%，主要是今年国

内光伏政策下发较晚所致，22.79GW 的竞价项目中今年未完成的部分将大概率在明年上

半年完成，2020 年光伏装机有望同比改善。目前供需失衡产业链价格持续下滑，但行业

龙头依靠成本、技术和规模优势，业绩仍大幅提升，预计龙头企业产能扩充明年仍然持

续。对于需求端客户，规模大、品牌形象、售后服务、可靠性等指标也影响产品选择。

我们认为市场需求将继续向龙头企业提升，推荐关注隆基股份、通威股份。 

2. 板块行情 

本周电气设备（申万）指数收报 4031.61 点，本周上涨 29.89 点，涨幅为 0.75%，在申万

指数中的表现居中上。沪指收报 2871.98 点，本周下跌 13.31 点，跌幅为 0.46%；深成指

收报 9582.16 点，本周下跌 44.75 点，跌幅为 0.46%；创业板指收报 1664.90 点，本周下

跌 14.91 点，跌幅为 0.89%。 

图 1：申万行业涨跌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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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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7335.SI 储能设备(申万) 5.41% 15.23% 17.43% 

857343.SI 低压设备(申万) 0.58% 5.20% 4.92% 

857323.SI 计量仪表(申万) 0.06% 3.71% 12.95% 

884039.WI 锂电池指数 1.50% 3.17% 13.49% 

857341.SI 高压设备(申万) 2.02% 1.27% -2.15% 

857321.SI 电网自动化(申万) -1.58% 1.23% 19.61% 

884076.WI 新能源汽车指数 0.04% 0.75% 0.73% 

857322.SI 工控自动化(申万) -1.45% 0.49% 19.59% 

850741.SI 电机Ⅲ(申万) -0.93% 0.29% 0.13% 

399006.SZ 创业板指 -0.89% -0.38% 33.14% 

857333.SI 光伏设备(申万) 0.99% -0.54% 32.39% 

399001.SZ 深证成指 -0.46% -0.55% 32.35% 

000001.SH 上证综指 -0.46% -1.95% 15.16% 

857331.SI 综合电力设备商(申万) 0.85% -2.27% 1.89% 

857334.SI 火电设备(申万) -3.82% -2.33% 13.09% 

857344.SI 线缆部件及其他(申万) 0.15% -2.34% 9.04% 

884114.WI 充电桩指数 -0.77% -2.62% 7.32% 

857336.SI 其它电源设备(申万) 0.36% -3.37% 7.81% 

857342.SI 中压设备(申万) 0.87% -3.70% -8.65% 

857332.SI 风电设备(申万) -2.66% -7.30%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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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奥迪、欣旺达、融捷股份、中电电机、大豪科技、

国光电器、台基股份、沧州明珠、江苏国泰、华友钴业；跌幅前十位的股票分别为华仪

电气、东方精工、南风股份、金冠股份、瑞特股份、天龙光电、先锋电子、东方日升、

珈伟新能、首航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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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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牛电动 2019年第三季度销售收入 6.55亿元，同比增长 32.7% 

小牛电动发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第三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财报显示，三季

度小牛电动实现销售收入 6.55 亿，同比增长 32.7%，净利润 6640 万，净利率 10.1%，毛

利润 1.45 亿，毛利率 22.2%。 

 国家电网与广汇汽车成立合资公司今日揭牌 

国家电网与广汇汽车成立的国网广汇（上海）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今日在上海揭

牌。合资公司将于 2020 年完成 43 万个充电桩布局，并将与恒大和万科等地产商

合作，推进社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  

 财政部：2020 年新能源车补贴预算 314 亿 

日前，财政部下达了 2020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对地方分配结果。其中，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总计约 160 亿元，2018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

车运营补助资金总计约 153 亿元。两年加起来共计约 314 亿元。 

 为新能源汽车项目融资 恒大推信托计划 

雪松信托近日公布了新产品“雪松信托—恒大广州项目”的信息，信息显示，该产

品融资主体为中国恒大集团子公司——国能汽车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集合规模

15.7 亿，资金将用于“恒大国能汽车天津工厂的厂房建设与技术改造”。  

 微宏动力 3.4 亿投建德国动力电池厂 

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微宏动力德国子公司宣布将在德国柏林附近的路德维希斯费尔

德镇建立一座动力电池工厂，用于生产货车、卡车、跑车和越野车的动力电池系统。  

据了解，该工厂将于 2020 年 4 月开始动工，2021 年开始投产。项目第一阶段总

投资额将达到 4300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3.4 亿元），初期计划年产 30 万至 50 万

个电池模块，可满足 1 万至 3 万辆电动汽车的电池需求。后期将进一步扩充至满足

5 万至 7 万辆汽车的需求 

 中国铁塔北京分公司招募储能、电池租售等能源业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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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塔北京市分公司正在招募 2020-2021 年能源业务合作伙伴，以承接北京铁

塔备电、发电、换电、售电、动力电池租售、储能等能源业务的市场拓展和客户发

展工作，协助北京铁塔销售能源产品和服务、发展客户。  

 亿纬锂能中标南方电网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系统框架采购项目 

南方电网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储能系统框架招标日前开标，亿纬锂能以第一候选人中

标，第二候选人为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奥迪正与比亚迪洽谈电池供应采购 大众集团有意通过资本合作的方式解决中国电

池供应问题 

奥迪与比亚迪股份正在进行电池供应合作谈判，“我们正在与比亚迪进行对话，但

是我不能透露细节。”奥迪中国区总裁武佳碧对此表示。此外，大众汽车集团 (中

国)CEO 冯思翰透露，大众集团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资质的认证，希望通过与多家电

池供应商达成合作的“欧洲模式”，解决中国市场的电池供应问题，“包括通过资本

合作的方式”。  

 马斯克解释特斯拉皮卡 Cybertruck 车窗为何破裂 

上周在特斯拉 Cybertruck 发布会上，公司首席设计师 Franz 用金属球砸碎了舞台

上两个“装甲玻璃”窗户。近日，马斯克解释道，在用钢球砸车窗之前，Franz 先

用大锤砸了一下车门证明了其可靠的耐用性，但是这种撞击让玻璃底层开裂，所以

这个时候再用钢球测试就导致车窗破裂。  

 工信部官员：推进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将加快标准研制工作 

11 月 22 日，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政策标准培训会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一级巡视员李力出席会议指出，将进一步加强管

理制度建设，强化政策衔接，推动建立企业履责约束机制，提升全生命周期溯源监

管水平，完善梯次利用管理等配套措施，加快标准研制工作。  

 德国计划未来三年内新建 5 万个充电桩 

在德国政府与汽车行业联合举办的一场“汽车峰会”上，德国政府声称准备投资

35 亿欧元，用于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与车企达成协议，宣布未来 3 年将

在国内新建 50000 个充电桩。 

 欧盟研发新款电动汽车锂硫电池能量密度超 310Wh/kg 

欧盟“地平线 2020”框架计划支持的欧洲最关键锂硫电池研究项目——适用于电

动汽车的锂硫电池项目（ALISE）目前已研发出能量密度超过 310 瓦时／千克的锂

硫电池。该类电池更轻便，能量密度大，且无需关键性原材料。  

 天业通联宣布拟更名为晶澳科技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理由，公司在公告中表示，鉴于公司已转型进入光

伏行业，公司的主营业务已变更为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等。  

 小鹏汽车与支付宝联合开发“车载支付”功能 率先落地小鹏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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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小鹏汽车与支付宝正式签约联合开发“车载支付”功能，这是国内首批将“车

载支付”能力落地的车企，预计 2020 年第二季度打通小鹏账号、支付宝账号及小程序功

能，以“车载支付”形式对小鹏充电桩、车机应用、阿里巴巴小程序等服务场景进行支付。

该能力将率先落地在小鹏 P7 上，面向用户所有日常用车场景，解决用户在车辆终端使用

过程中的支付问题。 

 前三季度欧洲电动汽车共注册 38.3 万台同比增长 38.2% 

2019 年 1 至 9 月，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共有 38.3 万台电动乘用车完成注

册，同比增长 38.2%。其中，纯电车型和燃料电池汽车共注册 25.75 万台，同比增

长 93.1%。插混车型和增程式电动汽车的注册量有所下滑，1 至 9 月共注册 12.53

万台，同比下滑 12.7%。 

 10 月新能源乘用车上险量排行榜：整体微跌 5.4%，蔚来 ES6 单月上险量破 2000 

根据交强险上险量数据，2019 年 10 月国产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为 4.92 万辆，同比下跌

34.44%，环比微跌 5.35%，其中纯电动车上险 3.68 万辆。10 月出租租赁市场上险量占总

上险量 20.58%，与上月基本持平 

 奥迪 2025 年前将裁员 9500 人 节约 60 亿欧投资电动化 

奥迪计划到 2025 年裁员 9500 人，占员工总数的 10.6%，从而节省 60 亿欧元(约合 66.1

亿美元)以确保经营销售回报率在 9.0%至 11.0%的长期目标区间，并加快向电气化和数字

化转型。 

 福田汽车新建新能源三电工厂，总投资 1.79 亿元 

近日，福田汽车发布公告称，同意公司新能源三电工厂项目建设投资方案及资金筹措方

案。该项目总投资 1.79 亿元，一期建设期为 2020-2022 年。 

 再掷 30 亿美元，通用豪赌电动汽车未来 

在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协议后，通用汽车不仅没有关闭底特律汉姆川克工厂，反

而对这座工厂追加投资，用于生产电动汽车。据悉，通用汽车此次投资涉及金额达 30 亿

美元。 

 能源局：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增补、调整计划项目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 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增补、调整计划项目的通知。《2019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订增补计划项目汇总表》中的标准项目名称包括：电化学储能

电站并网运行与控制技术规范的 1-9 部分；电化学储能电站调度运行管理的 1-5 部分；移

动车载式储能电站并网与运行的 1、2 部分和兆瓦级电池储能提供电网调频应用后评估技

术导则。 

 LG 化学将投入 23 亿美元在印尼建造电池工厂 

日前，印尼工业部部长表示，韩国电池制造商 LG 化学正在进行初步研究，计划投入 2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2 亿元），在印尼建立一家综合性电池工厂。新的工厂将负责生产

电池及模组。此外，该工厂还将负责车载电池的回收再利用。 

 林肯将基于 Rivian 的底盘建造电动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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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将利用对汽车初创公司 Rivian 的投资为其林肯品牌生产电动 SUV ，林肯将使用

Rivian 的“滑板”底盘，Rivian 也计划在其 R1S SUV 中使用该底盘。 

 穆塔达铜钴矿被迫提前一个月停运 

11 月 26 日消息，嘉能可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穆塔达矿已暂停运营，原因是难以获得硫

酸。硫酸是铜和钴开采的关键原料。停运从周一开始，一个多月后，这一全球最大的钴

矿将进入检修阶段。 

 交通部：全国 ETC 用户已完成发行总任务的 91.44% 

交通运输部举行 11 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截至 11 月

27 日，全国 ETC 用户累计已达到 1 亿 7452.4 万，完成发行总任务的 91.44%。其中，今

年全国新增 ETC 用户 9384.72 万，完成新增发行任务的 85.18%。 

 为开拓更多市场 福特电动运输货车将于 2023 年问世 

据外媒报道，福特计划将于 2023 年上市一款电动运输货车。早在 2007 年，福特在工会

协议中表示，一款名为 Transit BEV 将在密苏里州的福特工厂生产。福特之前涉足过公交

线路电气化，与 Azure Dynamics 合作建造了一个电动公交路线。由于这条路线已经开始

很多年，Transit BEV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 

 特斯拉 Model Y 或提前半年量产 为谋求更高利润率 

特斯拉有望比预期更快开始生产 Model Y 车型，并在年底前实现小批量交付。同时，特

斯拉将会在明年第一季度开启 Model Y 产能爬坡，比此前规划的时间提前超过半年。据

外媒称，特斯拉已经明确发出要提前投产 Model Y 的信号，其向三家供应商提出，要求

提前 6 个月交付 Model Y 所需的零部件。其中包括台湾 LED 厂联嘉光电、BizLink 以及

赫达公司，前两家分别为 Model 3 提供尾灯、刹车灯，线束、电缆和电线。  

 

 Convergent 公司在壳牌公司两个工厂部署 21MWh 电池储能项目 

储能解决方案开发商 Convergent 公司日前宣布，正在壳牌加拿大分公司的两个工厂部署

总容量为 21MWh 工业电池储能系统，旨在将壳牌加拿大分公司工厂设施的能源消耗减少

三分之一，同时提高电网的可靠性和持续性。 

 总投资 80 亿、规划产能 18GWh 蜂巢能源电池工厂投产 

11 月 27 日，从官方获悉，蜂巢能源车规级 AI 智能动力电池工厂投产，该工厂投资超 80

亿元，并分三期建设，总产能规划 18GWh。 

 威马汽车与国家电网达成合作 2020 年国内落地应用 V2G 车桩双向充电技术 

近日，威马汽车与国家电网达成合作，双方计划于 2020 年在国内落地应用即插即充、V2G

车桩双向充电技术。威马汽车旗下出行品牌 App 即客行将于近期接入约 9 万根国家电网

充电桩，届时该 App 累计接入公共充电桩数量将达到 20 万根。覆盖全国约 43%的公共充

电桩。 

 洛杉矶制定电动汽车占比目标：2028 至少占新车销量 80% 

洛杉矶近日公布了其“ 2028 年零排放路线图 2.0”。根据这一计划，洛杉矶将在 2028 年

实现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总量减少 25%。具体目标为，2028 年电动汽车将占洛杉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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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有轻型客车的 30%，至少占年度新车销量的 80%；20%的单人驾车出行将转向零排

放公共交通、自行车和其他零排放交通方式；所有对地面车辆和相关货物运输基础设施

的公共投资都将开始推进零排放解决方案。 

 《2021 年-2035 年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年底形成上报稿 含燃料电池内容 

工信部联合多家单位组成编写组，形成了《2021 年-2035 年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初稿，

并征求了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和《规划》咨询委意见。其中，提到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

展的有关内容。根据计划，上述发展规划在年底左右形成上报稿。 

 51 亿元！长城宝马合资项目落地，光束汽车产品将按品牌进入各自网络 

据介绍，光束汽车项目注册资金为 17 亿元，总投资额约为 51 亿元。光束汽车位于张家

港市，占地面积约为 28 万平方米。项目组成后，将具备年产 16 万辆燃油乘用车全出口

以及纯电动乘用车的研发和制造能力，产品将面向全球市场销售。 

 南方电网采购 2MW/8MWh 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示范工程可研与设计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现结合深圳宝清电池储能站#1~#4 储能分系统升级改造

需求，对 2MW/8MWh 梯次利用动力电池储能示范工程可研与设计进行采购。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预购买 60 辆电动巴士充电时间 6 分钟 

布里斯班市议会宣布有意为其布里斯班地铁车队购买 60 辆大容量双铰接电动巴士，可容

纳 150-180 名乘客，充电时间为 6 分钟。据了解，瑞士制造商 HESS 将与布里斯班的供应

商 Volgren 和 ABB 合作交付车辆。 

4. 公司新闻 

 南洋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中标广东电网及下属各供电局、

广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招标项目，合

同总金额 20,774.89 万元。 

 智慧能源：1）公司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5 日间签约千万元

以上合同订单的确定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2,735.59 万元；2）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远东

电缆以其拥有的电缆制造设备作为租赁物与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租赁期为 36 个月，租赁金额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公司为本次融资租赁业

务提供担保。 

 隆基股份：1）公司与保山市人民政府、腾冲市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就公司

在腾冲投资建设年产 10GW 单晶硅棒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投资约 25 亿元；2）公司

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与印度 Adani 公司签署了组件销售框架协议，就隆基乐叶向

Adani 公司销售单晶组件达成合作意向。本框架协议约定 2020 年全年组件销量为

500MW-1,200MW，若按上限 1,200MW 测算，占 2018 年公司全年单晶组件对外销量

约 20%。 

 新时达：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时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日本设立全资子公司 STEP 

JP 株式会社，主要专注于工业机器人、运动控制及相关业务的研发、市场开发等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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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股份：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波尤利卡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不超过 120,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ST 新梅：1）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爱旭拟使用其自有资金对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爱旭

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增资款将分期支付。增资完成后，浙江

爱旭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60,000 万元变更为 90,000 万元，股权结构不变，仍然由广

东爱旭持有浙江爱旭 100%的股权。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爱旭、浙江爱旭拟向银

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9.3 亿元的综合授信融资额度及不超过 8

亿元的低风险资产池融资额度。公司及其他子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融资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预计不超过 9.3 亿元。 

 九洲电气：公司子公司沈阳昊诚电气近日收到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发来的《中

标通知书》，确认中标 10kV 箱式变电站（欧式）包 01，中标总金额为 2,117.89 万元。 

 雄韬股份：公司下属子公司大同氢雄上海物拉邦及上海华熵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

三方将合作开发氢燃料电池汽车。甲方负责合作车型市场推广，乙方负责提供合作

车型及燃料电池系统部件，丙方负责提供辅助零部件。甲方将向乙方采购搭载乙方

燃料电池系统和丙方辅助零部件的氢燃料合作车型，并在协议有效期内推广 1,800

台。 

 露笑科技：公司与中科钢研、国宏中宇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期限为两年，

由中科钢研主导工艺技术与设备研发工作，国宏中宇主导产业化项目建设、运营与

市场销售工作，露笑科技主导设备制造、项目投融资等工作，将碳化硅项目建设成

为世界级的第三代半导体材料领军企业。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将为国宏中宇主导的碳

化硅产业化项目定制约 200 台碳化硅长晶炉，设备总采购金额约 3 亿元。 

 龙源技术：1）公司与津巴布韦电力公司签订了《Hwange 电厂锅炉（1-6 号）等离子

体点火系统设计、采购、生产、安装及调试合约》，合同金额 1933 万美元，按照本

公告日 USD1=RMB7.0363 计算，上述合同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13,601.17 万元；2）公

司于 2019 年 1 至 11 月期间，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各类政府补助及科研资金

2,277,260.99 元。上述政府补助及科研资金形式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不具有

可持续性。 

 兆新股份：公 1）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兆新实业，从事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2）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兆新实业拟在香港投资港币 200

万元设立“香港兆新实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商

业、物资供销业，投资、咨询服务，国际经济、科技、环保信息咨询服务；3）为拓

展公司的经营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投资人民币 50,000 万元设立兆新商

置，从事商务服务业、租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租赁经营；4）

公司与科恩斯实业签订了《项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公司同意科恩斯实业作为本项

目的城市更新实施主体，且双方一致同意就公司本项目更新范围内全部土地及物业

权益，科恩斯实业以货币形式予以补偿，拆迁补偿款总价人民币 15,000 万元。 

 易成新能：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河南易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注

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开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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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陆重工：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用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与金茂租赁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拟以受让应收账款的方式与金茂保理开展保理业务。上述两项

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人民币，合作期限不超过 3 年。董事会同意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质（抵）押担保。 

 恩捷股份：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之全资子公司珠海恩捷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

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收到退还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 11,802,215.82 元。 

 雪人股份：公司申报的“省级新型研发机构非财政资金购买科研仪器设备软件后补

助项目”列入 2019 年科技项目计划，获得人民币 500 万元的政府补助用于购买科

研设备，同时公司被认定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获得人民币 50 万元的政府补助。 

 易事特：公司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软开关变换器参数优化方法和软开

关变换电路》发明专利，该技术属于与公司 UPS、光伏储能充电桩、分布式储能系

统等产品密切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将会对公司绿色电能变换产业技术发展、核心

竞争力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首航节能：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符合监管政策法规要求的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 46,000.00 万元、不超过 92,000.00 万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 5.38 元/股。公司最终实施回购的股份将不超过总股本的 10%，回购

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英威腾：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英威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市英威腾电动汽车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0%。 

 亚玛顿：公司与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泰

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银川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滁州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大同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隆基（古晋）私人有限公司于西安签署了关于光伏镀膜玻璃的销售合同。预估本次

合同总金额约 15 亿元（含税），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约 98.02%。 

 摩恩电气：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江苏摩恩电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50,000 万元设立摩

恩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摩恩电气使用自有资金出资 49,000 万元，占标的公司

注册资本的 98%；江苏摩恩以自有资金出资 1,000 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2%。 

 泰豪科技：1）公司为整合智能电力产业，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拟以配电设备业务

部分资产向全资子公司江西泰豪进行增资。本次增资金额为 25,000 万元，其中 5,000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20,000 万元转为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江西泰豪注册资本

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 万元；2）公司拟将北京分公司的全部资产以及与其相关

的债权、债务和人员一并改制新设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新公司设立后，北京分公

司予以注销；3）公司为增强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降低综合发行成本，与省融

担合作，由其为本次公司债券首期发行的其中不超过 4 亿元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以持有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向

省融担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提供担保金额为不低于 16,000 万元。 

 威尔泰：公司全资下属公司软件公司经公司财务部门确认，在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期间，软件公司累计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1,045,033.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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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电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9 日累计收到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54,450,879.27 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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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3.5 万/吨之间，较上周下滑 0.75 万

元；NCM523 数码型三元材料报在 12.5-12.8 万/吨，较上周下滑 0.7 万元；NCM811

型三元材料报在 18.5-19 万/吨，较上周下滑 0.2 万元。 

三元前驱体：523 型三元前驱体报在 9 万/吨以下。 

硫酸钴：报价在 4.5-4.8 万/吨之间，跌幅 0.1 万元。 

硫酸镍：报价在 2.6-2.8 万/吨之间, 跌幅 0.1 万元。 

硫酸锰：报价在 0.62-0.65 万/吨之间，本周价格持平。 

钴方面：价格报在 25.3-27.7 万/吨之间，小跌 0.1 万元。 

镍方面：报在 11.2-11.64 万/吨之间，较上周下滑近 1 万元。 

锰酸锂：低容量型锰酸锂报 2.4-2.6 万元/吨，高压实锰酸锂报 2.9-3.2 万元/吨，高容

量型锰酸锂报 4 -4.3 万元/吨，小动力型锰酸锂报 3.5-4 万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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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 元/平方米；5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

报价为 3.6-4.5 元/平方米；7um 湿法基膜报价为 2-2.5 元/平方米；7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6-3.7 元/平方米。 

动力价格：14μm 干法基膜报价为 1-1.2 元/平方米；9um 湿法基膜报价 1.3-1.7 元/

平方米；9μm+2μm+2μm 湿法涂覆隔膜报价为 2.6-3.4 元/平方米。 

 电解液 

现国内电解液价格普遍在 3.1-4.3 万元/吨，高端产品价格在 7 万元/吨左右，低端产

品报价在 2.1-2.7 万元/吨。 

溶剂：现 DMC 报 8800-12000 元/吨，EMC 报 1.4 万元/吨左右，DEC 报 14500 元/吨

左右，EC 报 1.2 万元/吨左右。 

溶质：六氟磷酸锂价格低位持稳，现主流报 8.2-9.5 万元/吨，高报 11 万元/吨。 

表 2：本周锂电价格 

品名 规格 价格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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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规格 价格 单位 

三元材料（数码） 523 型 12.5-12.8 万元/吨 

磷酸铁锂 动力型 4-4.3 万元/吨 

人造负极材料 345-355mAh/g 6-8 万元/吨 

电解液 铁锂用 3.2-4.1 万元/吨 

隔膜 国产 9um/湿法 1.3-1.7 元/平方米 

容量圆柱锂电池 2500mAh 5.7-6 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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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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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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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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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均价 涨跌幅（%） 涨跌幅（$） 

多晶硅 单晶用（USD） 8.6 -- -- 

多晶硅 菜花料（RMB) 59 -- -- 

多晶硅 致密料（RMB) 74 -- -- 

硅片（pc) 

多晶硅片-金刚线（USD) 0.223 -3.9 -0.009 

多晶硅片-金刚线（RMB) 1.73 -2.3 -0.04 

铸锭单晶-158.75mm（USD） 0.355 -- -- 

铸锭单晶-158.75mm（RMB） 2.65 -- -- 

单晶硅片-180um(USD) 0.391 -- -- 

单晶硅片-180um(RMB) 3.06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USD) 0.426 -- -- 

单晶硅片-G1 158.75mm(RMB) 3.31 -- -- 

电池片（W)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USD) 0.08 -4.8 -0.004 

多晶电池片-金刚线-18.7%(RMB) 0.63 -3.1 -0.02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以上(USD) 0.122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5%以上(RMB) 0.95 1.1 0.01 

单晶 PERC 电池片-21.7%双面(USD) 0.122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7%+双面(RMB) 0.95 1.1 0.01 

单晶 PERC 电池片-21.7%+G1158.75mm(USD) 0.125 -- -- 

单晶 PERC 电池片-21.7%+G1158.75mm(RMB) 0.97 1.0 0.01 

组件（W) 

多晶组件-275W(USD) 0.215 -0.5 -0.001 

多晶组件-275W(RMB) 1.61 -0.6 -0.01 

310W 单晶 PERC 组件（USD） 0.236 -0.4 -0.001 

310W 单晶 PERC 组件（RMB） 1.77 -- -- 

各区域组件（W） 

多晶组件-275W 欧洲(USD) 0.215 -0.5 -0.001 

多晶组件-275W 印度(USD) 0.239 -- -- 

多晶组件-275W 澳洲(USD) 0.212 -0.5 -0.001 

315W 单晶 PERC 组件-美国（USD） 0.42 -- -- 

310W 单晶 PERC 组件-欧洲（USD） 0.236 -0.4 -0.001 

310W 单晶 PERC 组件-澳洲（USD） 0.232 -0.4 -0.001 

组件辅材（m2） 

光伏玻璃（RMB） 29.0 3.6 1 

资料来源：Pvinfolink 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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