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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整车：短期波动不改新能源乘用车长期向好，客车格局进一步向龙头集

中。新能源乘用车有望长期向好，从政策角度看，欧洲新能源乘用车政

策加速，国内补贴政策有望更加积极；从需求角度看，2020 年将是国

内 2C端需求的起点，主要集中在高端电动车的增购和小型电动车的代

步需求，销量有望不断增长，预计新势力特斯拉、战略积极的大众品牌、

先发优势显著的自主品牌将有较好表现。新能源客车受疫情影响探底复

苏时间延后，但是格局预计进一步向龙头集中，且欧洲海外市场值得期

待，打开成长空间。 

 电池：2020 年海外市场景气度高。2019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接近

117GWh，同比增长 17%。其中行业前四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70%，行

业集中度得到进一步提升。2019 年主要海外企业整体依然处于量增利

降的态势，但对 2020年行业的发展和自身电池业务的前景普遍持乐观

态度。LG化学预计 2020年公司电池业务收入超过 900亿元，同比增

长 79%；2020年海外动力电池企业有望迎来高增长，海外电池特别是

LG 化学供应链值得重点关注。宁德时代与特斯拉达成电池供货协议，

预计后续其他的优质电池企业也有机会进入到特斯拉供应链，而电机电

控等关键零部件的本土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速，特斯拉国产化率提升将

带来本土供应商的业绩增长。 

 锂电设备：2020 年国内外锂电池巨头仍将加速扩产，上海特斯拉放量

打开新的成长空间：据统计，宁德时代、LG化学、松下、Northvolt等

锂电池巨头 2020年仍有大规模的扩产计划，锂电设备行业新签订单有

保障。随着上海特斯拉放量，其三大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LG 化学、

松下的相关产业链将显著受益，锂电设备行业远期成长空间有望打开。 

 锂钴：供给收缩，2020年行业基本面积极。2020年锂行业见底回升；

钴行业底部基本探明，2020 年钴价格有望企稳回升。需求端中国及全

球新能源汽车有望恢复较快增长，对锂和钴影响正面。供给端锂方面，

2020 年全球锂供给压力缓解，变化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固体矿，此前由

于澳大利亚矿山带来的全球锂固体矿增加的趋势将得到扭转，全球锂矿

供给从增到减的可能性不断增加；钴方面，2019 年下半年龙头企业嘉

能可宣布停产位于刚果金钴主力矿山 Mutanda，2020年产量减少幅度

较大。此外，中国钴和锂冶炼产量占全球比例超过 50%，龙头冶炼企

业进入一线车企供应链是大概率事件。 

 投资建议：整车方面，推荐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关注吉利

汽车；零部件方面，推荐特斯拉产业链标的，以及潜在可能进入特斯拉 

0%

50%

100%

150%

新能源汽车 沪深300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新能源汽车·行业动态跟踪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2 / 10 

 

 
的供应商，强烈推荐星宇股份，推荐拓普集团、中鼎股份、银轮股份等。电池材料方面，推荐关注

在海外建厂，加速全球化布局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关注 LG 化学、三星 SDI 等海外动力电池

供应链机会，推荐当升科技、杉杉股份、璞泰来、星源材质、新宙邦；电机电控方面，建议关注卧

龙电驱、汇川技术；锂电设备方面，建议关注国内锂电设备龙头先导智能和中后段设备优秀代表杭

可科技；锂钴方面，建议关注布局全面的钴龙头企业华友钴业和具备成本优势的锂龙头企业天齐锂

业。 

 风险提示：1）电动车产销增速放缓。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基数的不断增长，维持 40%以上

的年复合增速将愈发困难；2） 产业链价格战加剧。补贴持续退坡以及新增产能的不断投放，致使

产业链各环节面临降价压力，尤其是中游环节，面临来自下游整车厂削减成本的压价，及上游资源

类企业抬价的两难局面。3）海外竞争对手加速涌入。随着国内市场的壮大及补贴政策的淡化，海外

巨头进入国内市场的脚步正在加快，对产业格局带来新的冲击。诸如车企特斯拉、电池企业松下/LG

等正纷纷酝酿在国内设厂或扩大产能，其品牌、技术、布局等方面的优势将是国内电动车产业链的

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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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车：看好新能源汽车长期增长趋势 

1.1新能源乘用车长期向好 

我们看好新能源乘用车长期的成长趋势。2020 年将会是一个 2C 需求端的起点和全新智能电动车供

给端的起点。2020年起电动车行业销量底部复苏，长期看电动车渗透率将不断提升。 

 从政策角度看，主要有欧洲和中国市场两个变化： 

1）全球政策背景：欧洲补贴标准超预期提高，比如德国提高电动汽车补贴标准，提高 50%并延长至

2025 年底。欧洲碳排放的趋严加速传统车企向电动化领域转型，补贴的提高也有助于刺激消费者购

买电动车。 

2）中国政策背景：国内补贴持续退坡，但是退坡幅度、牌照容量、运营车辆电动化进程具有不确定

性。乘用车补贴向高续航里程车型及 A00 级低续航里程引导，A 级车型补贴幅度降幅较大。在当前

国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补贴托底的可能性加大。 

 从需求角度看，从 B端需求到 C端需求： 

1）B端需求：前期新能源车的销量主要是靠 B端市场的拉动实现销量的增长，未来要靠 C端的真实

需求来拉动。 

2）C端需求： 

首先是高端车型的需求。这部分主要涉及到增购消费者和换购消费者的需求，电动车往往作为家庭或

个人第二辆车的短途代步，主要企业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势力。国内目前每年大概有 300 万辆新

车属于增购消费，假设特斯拉占 10~15%份额，那么特斯拉 Model 3+Y年稳态销量大概是 30-45万

辆，我们预计 2020年特斯拉国内的销量为 10-12万辆。 

其次是低端电动车的需求。这部分主要是对燃油车的替代性需求，因为目前这批车型有比燃油车更低

的价格。而真正的首购需求预计可能会在 2023年主流 A级电动车逐步进入与燃油车的平价时代后逐

步实现，电动车份额将会不断扩大。 

销量角度看，我们预计 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160-200万辆，全球超过 300万辆；增量主要来

自自主品牌、大众和特斯拉。从产销节奏来看，2020 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产销探底，二季度开始爬升

回暖，2020年全年有望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从目前预期来看，市场对于新能源行业的政策利好和特斯拉国产化带来的供应链机会有较乐观的预期，

因此后续我们更重视结构性的机会，关注可以持续获取订单、产品可以横向延伸的优秀公司。 

投资建议：推荐特斯拉产业链标的，以及潜在可能进入特斯拉的供应商，尤其关注产品横向延伸能力

强、具有持续订单获取能力的优秀公司。强烈推荐星宇股份，推荐拓普集团、中鼎股份、银轮股份等。

国内的整车企业也在电动车领域迅速跟进，虽然前期盈利能力较低，但如果在销量上有比较大的提升，

出现爆款车型，也会带来长远的想象空间，推荐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关注吉利汽车。  

 

1.2新能源客车探底复苏时间延后、格局向龙头集中 

我们认为受到疫情影响，客车行业探底复苏时间延后、中短期现金流压力加剧、洗牌加速，长期看好

龙头份额提升。 

从需求端角度来看，客车行业需求取决于城镇化率和宏观经济，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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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旅游行业增长情况下，旅游车销量有望逐步增长。 

2）公交客车在 2014-2016 年透支的 3-5 万台销量（按照公交客车销量实际复合增速 2-3%测算）已

经逐步消化，前期销售的新能源公交车预计提前报废，新的销量有望接档。在国内公交运营条数不断

增长、运营里程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公交销量有望在 2020-2021年探底甚至企稳复苏。 

从格局上看，疫情导致公众对共同交通出行忌惮，这种心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对客车业造成短

期或中期负面影响，预计客车行业的探底复苏时间较乘用车延后。这一情况也会导致中小企业新能

源补贴尚未收回情况下，现金流进一步吃紧。预计市场份额进一步向龙头集中，龙头份额提升的节

奏会加快。 

另外建议关注海外市场，欧洲新能源客车行业由于 2019年政策加速，行业预计会有较好表现。国内

的客车企业有成本优势，并且技术不弱，只是在口碑积累方面有所欠缺，预计未来国内新能源客车企

业有望在欧洲拿到更多的订单，提供较多的盈利增量。 

投资建议：推荐客车龙头宇通客车。 

 

二、 电池：2020年海外市场景气度高 

国内新能源汽车受疫情影响短期很难起量。最近板块涨幅较大主要是海外新能源汽车市场利好消息的

推动。以下观点主要围绕海外市场展开，包括日韩电池企业的近况、特斯拉供应链和海外电池供应链。 

 日韩电池企业近况：利润承压不改乐观预期 

根据 SNE Research的统计情况，2019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接近 117GWh，同比增长 17%。2019

年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小幅度增长，全球动力电池的主要增量由海外市场贡献。其中 CATL、松下、

LG、BYD四家的合计市场份额超过了 70%，而 2018年四家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为 64%，行业集中

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海外主要电池企业近期发布了 2019年四季度经营情况，就全年的业绩来看，2019年 LG化学电池板

块营收 506亿元，同比增长 28.5%；三星 SDI电池板块营收 467亿元，同比增长 11%，其中大型电

池（动力+ESS）202.6亿元，同比增长 15.7%，动力电池收入增长约 70%；松下动力电池板块营收

约 289亿元，预计同比增长 18%左右。在利润方面，韩企 LG、三星因为 19年储能方面火灾事件带

来的一次性成本计提和四季度支付的储能安全系统建设费用，营业利润短期受到了较多影响；而松下

的北美工厂受规模效应的带动实现了单季度盈利；2019 年 SKI 动力电池板块亏损 19 亿元，同比缩

窄 3%，主要由于公司本身在动力电池产能方面的大规模投入带来的成本上升。 

2019 年主要海外企业电池业务无论是出货量还是营业收入都有可观增长，但盈利能力欠佳（亏损或

微利），整体依然处于量增利降的态势。202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政策实施带来消费环境改善、主流车

企电动化进程加速带来车型逐渐丰富，电池企业对行业的发展和自身电池业务的前景普遍持乐观态度。

三星 SDI预计 2020年动力电池收入继续实现 70%的增长，SKI动力电池在 2020年的目标收入 120

亿元。LG化学预计 2020年公司电池业务收入超过 900亿元，同比增长 79%，远远高于 2019年的

增速；2020年海外动力电池企业有望迎来高增长，海外电池特别是 LG化学供应链值得重点关注。 

 特斯拉供应链：国产化稳步推进 

特斯拉先前表示计划将国产Model 3零部件的本土化率从年初的 30%，提升到年中的 70%，直至 2020

年底实现 100%，这意味着很多企业有望进入特斯拉的产品配套体系，对业绩有较强的提振，短期还

可以实现估值的提升。从动力电池角度来看，2月 3日，宁德时代发布关于公司与特斯拉开展业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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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公告，宣布已与 Tesla,Inc.签署《Production Pricing Agreement(China)》，协议中约定，宁德时

代将向特斯拉供应锂离子动力电池产品。 

在宁德时代的公告中，对双方此次签署协议的具体表述为：目前，宁德时代、Tesla, Inc.已签署该协

议，尚需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签署；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特斯拉将向宁德时代采购锂离子动力电

池，具体的采购情况特斯拉会根据自身需求以订单方式确定，协议未对特斯拉的采购量进行强制约束，

最终销售金额须以特斯拉发出的采购订单实际结算为准；供货有效期限: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协议透露出以下几点：1）特斯拉已正式选择宁德时代作为其在华的动力电池供

应商，这与之前报道的两方高层会见以及产品方案对接消息相衬映；2）作为占据整车成本近 40%的

动力电池即是特斯拉提升本土化率计划的关键一环，预计后续其他的优质电池企业也有机会进入到特

斯拉供应链，而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的本土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速。 

我们预计，随着国内电机电控厂商技术实力的提升以及逐步获得合资车企的认可，国内供应商的国际

化进程有望加快。以驱动电机为例，卧龙电驱在 19年 6月份获得了采埃孚的驱动电机供应商定点函，

预估订单金额为 22.59亿元，而采埃孚目前是奔驰 EQC平台电驱动系统的独家供应商；此外，卧龙

电驱在 11 月份与采埃孚签署备忘录，双方拟设立合资公司生产新能源车驱动电机，未来有望通过采

埃孚进入更多国际车企的供应链。在电控领域，工控龙头汇川技术的电控产品客户包括宇通、威马等

国内车企，产品技术领先，并且已经获得了多家国际一线车企的体系认可，随着公司在汽车行业品牌

口碑和经验的积累，有望逐步进入外资车企供应链。 

 海外供应链：LG化学供应链最受益 

建议关注 LG化学供应链。LG配套车型数量较多、合作较为密切的重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现代-

起亚以及即将提供配套的特斯拉。四家车企集团都非常重视在中国新能源市场的布局，体现在： 

1）生产和投放车型时间早。大众奥迪、通用和现代早在 2017 年就有国产车型的投放；特斯拉虽然

2019年才实现国产化，但成为首家在中国独资建厂的车企。 

2）投放车型数量多。截至 2019年末，大众集团、现代-起亚、通用集团在华投放车型达到 9/8/4款，

位列合资车型前三。 

3）针对中国市场未来规划比较清晰、具体。对比其他合资车型，上述四家车企都有专门针对中国市

场的较为具体的战略规划。大众集团计划 2020年在华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0万；2025年全球销量

100 万，中国占 2/3，累计在华推出车型 30款；2028年在华累计销量突破 1100 万。特斯拉规划上

海临港工厂初期产能 15 万辆，后期逐渐扩产至 50 万辆。重要客户在中国新能源市场的大规模布局

将极大提升 LG化学在华市场份额。 

为保障动力电池的供应，LG 化学在原料端也在积极拓展供应链。除了已有的供应商外，LG 化学还

通过合资建厂、供货协议、股权投资、自建产能等方式布局上游原材料，目前涉及的直接或间接供应

商超过 30家，中国供应商超过 10家。国内部分电池材料厂商有望凭借 LG化学供应链实现产品销量

和市场份额的提升。此外，海外动力电池给供应商的回款条件相比国内企业更加优渥，供应商的现金

流情况也会更好。 

此次疫情带来国内市场工期延后，一些资金短缺、技术实力薄弱的企业或将难以为继，行业产能有望

加快出清。优质客户较多、海外业务占比较大的电池或电池材料厂商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特斯拉

国产化率提升、国内电池企业的全球化扩张、海外电池企业入华等中长期因素有望抵消短期负面因素，

给相关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多积极的影响。建议积极关注优质供应链企业的黄金坑机会。 

推荐关注在海外建厂，加速全球化布局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国内电池材料企业将受益于海外动

力电池企业的需求增长，关注 LG化学、三星 SDI等海外动力电池供应链机会，推荐当升科技、杉杉

股份、璞泰来、星源材质、恩捷股份、新宙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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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锂电设备：上海特斯拉放量打开新的成长空间 

2020年国内外锂电池巨头仍将加速扩产。锂电设备公司订单来自锂电池公司的产能扩张，据我们统

计，2020年，几大锂电池巨头仍有扩产计划： 

 宁德时代：宁德时代 2018 年-2019 年产能扩张超过 40GWh，2020 年宁德四川宜宾工厂将开

启扩张，公司规划是 26个月完成一期 15GWh的扩张；此外宁德时代德国工厂 2020年预计扩

产超 8GWH；时代上汽和广汽时代的项目有望逐步启动，具体进度还要根据实际需求展开。 

 LG：LG波兰工厂继续扩建，LG化学曾在 2018年年报中披露，波兰工厂 2019-2021年产能爬

坡计划分别是 10GWH、20GWH、40GWh，产能爬升速度非常快。此外，LG今年有望承接上

海特斯拉的电池供应，LG南京工厂将加大改扩建提升产能。 

 松下：松下和联动天翼在江苏江阴的工厂自 2018年下半年开始建设，计划产能是 30GWH。其

中一期 10GWH的产能于 2019年底投产，预计公司将逐步开展后续建设。 

 Northvolt：Northvolt计划 2023年产能将达到 32GWH，我们预计 2020年 Northvolt将有不少

于 8GWH的产能扩产。 

除这些巨头外，2020年比亚迪、远景 AESC、天津捷威、国轩高科、万向等电池厂均有部分产能扩

张。 

上海特斯拉工厂放量带来锂电设备行业远期成长空间。上海特斯拉量产后，将主要采购宁德时代、

松下和 LG的锂电池。这三家锂电池巨头产业链共同受益，其中： 

 LG化学设备供应商显著收益。LG化学承接上海特斯拉电池供应后，将进一步改扩建南京工厂；

此外，LG 波兰工厂的产能持续爬坡。先导智能作为卷绕设备核心供应商、杭可科技作为后段

充放电设备核心供应商均有望受益。 

 宁德时代进入特斯拉供应链有望带来新一轮扩张。宁德时代 2020 年主要扩产点在德国工厂和

宜宾工厂。随着进入特斯拉供应链，以及特斯拉自身销量的持续增长，宁德时代在国内仍有比

较大的扩产预期。宁德时代的持续扩张，对于先导智能、赢合科技、璞泰来、浩能科技等国内

锂电设备商均有望带来良好的新增订单。 

 国内设备商有望逐步打入松下供应链。松下一直是特斯拉稳定的供应商，之前松下对国内设备

使用的不多，随着上海特斯拉放量，以及松下和联动天翼江阴工厂后续的扩建，预计将有越来

越多的国产设备进入其供应链。 

总结而言，上海特斯拉放量将打开锂电设备行业远期成长空间，对于绑定锂电池巨头的设备龙头而

言，业绩仍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建议关注国内锂电设备龙头先导智能和中后段设备领先企业杭可科

技。 

 

四、 钴锂：供给收缩，2020年行业基本面积极 

 预计 2020年钴锂行业迎转机 

相比企业盈利，价格趋势性变化能反映周期变化。本轮锂周期启动时间点在 2015年四季度，持续约

2年多，2018年景气逆转。我们判断，2020年锂行业见底回升。钴和锂周期除时间点有差异外，发

展态势和锂基本类似。目前我们判断钴行业底部基本探明，2020 年钴价格有望企稳回升。周期变化

深层次原因来自供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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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增长，供给收缩，2020年行业格局向好 

1）需求端：目前锂和钴的主要需求动力依然来自新能源汽车，总体上预计 2020 年随着政策边际改

善以及性价比更高的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向市场，中国及全球新能源汽车有望恢复较快增长，对锂和钴

影响正面。 

2）供给端：锂方面，变化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固体矿。2019 年下半年成本较高的 Alita 债务重组，其

他主要企业银河资源和 Pilbara减产、沃基那停产、泰利森锂业三期大概率推迟。我们判断，此前由

于澳大利亚矿山带来的全球锂固体矿增加的趋势将得到扭转，全球锂矿供给从增到减的可能性不断增

加，2020年全球锂供给压力缓解。中国锂矿整体贡献较小，2020年威华股份下属奥依诺矿业项目投

产，盐湖股份下属蓝科锂业扩产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钴方面，2019 年下半年龙头企业嘉能可宣布

停产位于刚果金钴主力矿山 Mutanda，Mutanda钴年产量超过 2万吨，在全球钴市场占比约 20%，

同时嘉能可预计 2019~2022年钴的产量分别为 4.3万吨、2.9万吨和 3.2万吨和 3.2万吨，2020年

产量减少幅度较大；其他项目 2020年投产较少，且存在不确定性。 

 建议关注龙头企业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钴和锂 2020年基本面变化还是相对积极。此外，中国钴和锂冶炼产量占全

球比例超过 50%，龙头冶炼企业进入一线车企供应链是大概率事件。建议关注布局全面的钴龙头企

业华友钴业和具备成本优势的锂龙头企业天齐锂业。 

 

五、 近期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1、云母提锂成本较低，这方面的技术情况，是否具备市场，国内哪些企业采取了这一技术？ 

A：云母是国内特有的锂矿石状态，在江西分布较多，上市公司这块，江特电机有云母提锂相应的产

能和产量。从成本端来看，云母中杂质处理难度较高，因此成本高于锂辉石和盐湖锂。目前碳酸锂

价格已经跌破 5万元/吨，在目前的环境下锂云母的经济性比较差。云母提锂后续能够产出产品，但

要进入市场形成经济性的产品还需要等待碳酸锂价格回升。 

 

2、特斯拉 Model 3今年是否有可能达成 100%的国产化率？ 

A：国产化的目的主要还是降低生产成本。从国内供应链的选择来看，主要关注供应商产能是否满足

特斯拉的要求，供应商的质量管控能否满足特斯拉要求。有潜力的子行业如车灯、顶棚、车身结构

件、内外饰，国内供应商的供货能力和产品资质都较好，这部分零部件在 Model 3中的国产化率会

提升，但 100%的国产化率可能不会那么快，这还会涉及到 AB点供应商的切换问题。 

三电部分，电池占到整车成本的 40%左右；电机电控三合一产品目前行业价格不到 1万元。宁德时

代公告从 2020 年 7 月份开始向特斯拉供货，预计二三季度新车上公告，这部分是特斯拉提升本土

化率很大的一步。后续如在下半年进一步认证电机、定转子、电控等国内的相关供应商，可能会带

来 5%-10%的国产化率提升。其他零部件也包括 DCDC、BMS、Busbar等电气零部件。100%的国

产化率是特斯拉的一个目标，但 IGBT、DSP 等关键零部件，国内的产业化和技术水平还是很难达

到汽车工业级的水平。 

 

六、 投资建议 

整车方面，推荐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关注吉利汽车；零部件方面，推荐特斯拉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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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以及潜在可能进入特斯拉的供应商，强烈推荐星宇股份，推荐拓普集团、中鼎股份、银轮股

份等。电池和电池材料方面，推荐关注在海外建厂，加速全球化布局的动力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关

注 LG化学、三星 SDI等海外动力电池供应链机会，推荐当升科技、杉杉股份、璞泰来、星源材质、

新宙邦；电机电控方面，建议关注卧龙电驱、汇川技术；锂电设备方面，建议关注国内锂电设备龙

头先导智能和中后段设备优秀代表杭可科技；锂钴方面，建议关注布局全面的钴龙头企业华友钴业

和具备成本优势的锂龙头企业天齐锂业。 

 

七、 风险提示 

1、电动车产销增速放缓。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基数的不断增长，维持 40%以上的年复合增

速将愈发困难，从目前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向上看，短期内商用车的发展将以稳为主，而乘用

车能否实现快速增长，即面向大众的主流车型何时推出将是关键变量。   

2、产业链价格战加剧。补贴持续退坡以及新增产能的不断投放，致使产业链各环节面临降价压力，

尤其是中游环节，面临来自下游整车厂削减成本的压价，及上游资源类企业抬价的两难局面。近年

来投资的不断涌入所形成的新增产能，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加速洗牌。 

3、海外竞争对手加速涌入。随着国内市场的壮大及补贴政策的淡化，海外巨头进入国内市场的脚步

正在加快，对产业格局带来新的冲击。诸如车企特斯拉、电池企业松下/LG 等正纷纷酝酿在国内设

厂或扩大产能，其品牌、技术、布局等方面的优势将是国内电动车产业链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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