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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下乡呼声再起，低端电动车或受益 
■事件：3 月 12 日，中汽协建议尽快出台政策激发消费潜力，包括限购地区适当增

加汽车号牌配额，解禁新能源车限购；建议优化延续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出台

下乡促进消费政策。 

■点评：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2 月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5 万辆和 31 万

辆，环比均下降 83.9%，同比分别下降 79.8%和 79.1%。在习近平总书记要积极稳定

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的指导下，各地方政府随即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

中汽协也呼吁出台汽车下乡政策促进汽车消费。 

■2009 年第一轮汽车下乡，效果显著。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 1 月国务院出

台《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要通过减征购臵税、开展“汽车下乡”、加大报

废老旧汽车补贴、补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措施刺激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家安排了

总量为 50 亿元的中央投资资金，对农民购买 1.3 升及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

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换购轻型载货车的，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据测算，自 2009

年 3 月 1日至年底，此轮汽车下乡政策补贴汽车 500 万辆，财政补贴金额 265.70亿元，

带动汽车消费 4460.40 亿元，财政杠杆倍数高达 16.80。此外，此轮汽车下乡政策主要

针对农村交叉型乘用车消费，政策带动下 2009 年交叉型乘用车销量高达 83.18%，占

比迅速提升至 19%，第一轮汽车下乡效果显著。 

■2019 年第二轮汽车下乡，事倍功半。2018 年我国汽车行业进入寒冬，为促进汽车

消费，2019 年 1 月 28日十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 年)》，提出要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有条件的地

方，可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汽车，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给予适当补贴，带动农村汽车消费。此文件开启了我国第二轮汽车下乡，各地

政府纷纷响应出台汽车下乡补贴政策，车企也不甘落后，以“下乡”为主题的优惠

活动也陆续登场。但是，此轮汽车下乡效果惨淡，2019 年我国汽车市场继续下滑，

降幅扩大。主要原因在于 2019 年的汽车下乡政策执行思路和方向仍然沿用过去的做

法，不适合当前农村汽车市场和消费环境。 

■汽车下乡与低端新能源车的组合有望撬动广大农村市场，利好低端电动车企和磷

酸铁锂电池产业链。农村汽车市场的消费潜力仍然存在，但是农村汽车市场和消费

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考虑需求、性价比和便利性，低端新能源车或是新一轮“汽

车下乡”的主要补贴对象。需求方面，低速电动车生产力已经较为充足，能够充分

满足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者的需求。性价比方面，新能源车的保养费用和使用成本都

比传统燃油车低。便利性方面，农村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完全可以实现一家一充电

桩，充电便利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从供给端来看，农村人群收入水平较低，成

本仍旧是购车关注的核心。新能源汽车中电池成本最高，磷酸铁锂电池是主流电池

中成本较低的一款，因此配套磷酸铁锂电池的新能源车更符合农村市场的需求。据

工信部 2020年第 1-3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配套磷酸铁锂电池的

低端电动车共有 19 款车型，其中上汽通用五菱 8 款、江淮汽车 4 款、比亚迪 2 款、

长安汽车 1 款，因此重点推荐比亚迪，关注江淮汽车。磷酸铁锂电池产业链方面，

重点关注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和石大胜华。 

■投资建议：考虑当前的农村汽车市场和消费环境，我们认为成本仍然是购车的核

心，配套磷酸铁锂电池的低端电动车或是汽车下乡的主要补贴对象。重点推荐配套

磷酸铁锂电池的低端电动车数量较多的比亚迪，关注江淮汽车。磷酸铁锂电池产业

链方面，重点关注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和石大胜华。 

■风险提示：刺激政策不及预期；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疫情失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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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9年汽车下乡政策梳理 

时间  地区  汽车下乡政策内容 

2019年 1月 中央 

十部委在联合推出的《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中提出要促进农村

汽车更新换代，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汽车，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或者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

适当补贴，带动农村汽车消费。 

2019年 5月 广西 
广西财政部门筹措 4.31亿元资金，开展 2019汽车下乡专项行动，对销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区内汽车生产企业给予资金奖励，

对符合条件的汽车及零部件企业生产及物流给予财政补贴支持 

2019年 7月 重庆 

在 2019年 6月 1日~9月 30日之间，全国范围的农村居民购臵重庆市生产的 3.5吨及以下货车或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

车的，生产企业应给予消费者 1500 元/辆以上的促销补贴(现金优惠、赠送保养、赠送礼包等形式)，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对

生产企业给予 500元/辆的事后奖励 

2019年 8月 山东 有条件的城市对农村居民报废三轮车以及购买 3.5吨及以下货车、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给予补贴。 

资料来源：各政府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2019年各车企汽车下乡优惠梳理 

时间  车企  汽车下乡优惠 

2019年 2月 11日 一汽-大众 
率先对新一轮“汽车下乡”政策作出响应，推出“一成首付购新车”和“最高万元报废补贴”的“汽车下乡”

补贴政策，报废补贴 2200到 12000元不等； 

2019年 2月 12日 长安欧尚 
在全国一级店开启“购长安欧尚享下乡补贴”的活动，长安欧尚旗下所有车型全部可以享受本轮“汽车下乡”

补贴，其中热门车型欧尚科赛算上臵换补贴、金融贴息以及直补，综合补贴高达 2.2万元； 

2019年 2月 18日 一汽奔腾 
开展“广阔天地 e路奔腾”补贴活动，奔腾 X40可享最高补贴达 2.06万元，几乎是购车价格的一半；奔腾 T77

购车臵换补贴最高可享 7000元，最高补贴可达 1.14万元； 

2019年 2月 19日 上汽大众 推出 2000-30000元不等的“全系换新补贴”与“全系超低日供”双重优惠，以响应国家“汽车下乡”政策； 

2019年 2月 20日 福田汽车 
发布助力“汽车消费”新政，并针对旗下拓路者系列产品提供 3000-6000元的购车补贴，补贴范围涵盖E3、

E5、E7、S等多款产品 

2019年 2月 21日 北京汽车 
推出“惠在 2019我先行”的惠民政策以响应号召，优惠政策主要覆盖北汽旗下北汽绅宝和北京品牌两大自主

品牌的 4款车型，包括绅宝智道、绅宝智行、绅宝全新D50、BJ20，最高补贴可达 2万元； 

2019年 2月 22日 比亚迪 
在 3月 1日-3月 31日之间，凡购买比亚迪车型将享受享受比亚迪推出的「补贴优惠」，并对户籍没有限制，

且购买比亚迪旗下新车最高可享受 1万元补贴，还能享受其他配臵升级 

2019年 2月 22日 长城哈弗 
在全国范围内开启“哈弗汽车下乡，惠民补贴千万家”主题优惠活动，活动范围覆盖哈弗 H6、H2、M6车型，

最高补贴可达 22000元，此外还可享受最高价值 4999元购车红包。 

2019年 2月 27日 奇瑞汽车 报废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臵换奇瑞全车系享至高 5000元补贴； 

2019年 3月 5日 东风日产 
报废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换购全车系（不含西玛及进口车）享至高 3000元补贴；任意品牌臵换 Nissan

新车（不含进口车）可享至高 8000元补贴＋3000积分（含税） 

2019年 4月 1日 广汽丰田 对购买雷凌、雷凌双擎、致炫、致享的县城居民给予购车补贴 2000元。 

资料来源：各车企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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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中的配套磷酸铁锂电池的电动车 

批次  公司  车型  

2020年第一批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1EVBEAD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1EVCHAD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2EVBEAD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3EVMET纯电动轿车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开沃牌 NJL6450EV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3EVMEU纯电动轿车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7000BEV10纯电动轿车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7000BEV9纯电动轿车  

2020年第二批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7000EWEV8纯电动轿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BYD7009BEV 纯电动轿车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BYD7009BEV1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3EVGKAB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3EVNET纯电动轿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SC6484AAABEV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  

浙江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哪吒牌 THZ7000BEVS00J纯电动轿车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牌 HFC7000WEV5纯电动轿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宝骏牌 LZW7003EVGEU纯电动轿车  

2020年第三批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NEQ7000BEVJ72H纯电动轿车  

四川野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野马牌 SQJ7001SC5BEV 纯电动轿车  

资料来源：工信部，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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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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