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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公司业务资格说明和免责条款。 

 汽车板块一周表现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下跌 4.91%，深证成指下跌 6.29%，中小板指下跌 5.91%，

创业板指下跌5.69%，沪深300指数下跌 6.21%，汽车行业指数下跌8.27%。

细分板块方面，乘用车指数下跌 10.48%，商用载货车指数下跌 3.35%，

商用载客车指数下跌 8.94%，汽车零部件指数下跌 7.74%，汽车服务指

数下跌 6.38%。个股涨幅较大的有钧达股份（14.34%）、远东传动（9.30%）、

通达电气（8.42%），跌幅较大的有深中华 A（-25.63%）、科博达（-21.39%）、

常熟汽饰（-19.72%）。 

 

 行业最新动态： 

1、发改委等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 

2、海南发布《关于做好 2016 年至 2019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

政补贴清算工作的通知》； 

3、广州通过《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消费若干措施》； 

4、3 月 9 日- 15 日乘联会厂家日均零售数量 21696 辆，同比下降 44%； 

5、小鹏汽车收购福迪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6、百度 Apollo 中标国内首个 L4 级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项目。 

 

 投资建议：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市场购车需求或将在较大程度上转移至下半年

释放，预计产业链上下游盈利短期内持续承压，下半年将有所改善。建

议适当关注低估值、业绩稳健的各细分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国产化超预期

的特斯拉产业链核心供应商。 

 

 风险提示： 

汽车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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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周行业回顾 

上周上证综指下跌 4.91%，深证成指下跌 6.29%，中小板指下跌

5.91%，创业板指下跌 5.69%，沪深 300 指数下跌 6.21%，汽车行业

指数下跌 8.27%。细分板块方面，乘用车指数下跌 10.48%，商用载货

车指数下跌 3.35%，商用载客车指数下跌 8.94%，汽车零部件指数下

跌 7.74%，汽车服务指数下跌 6.38%。 

 

图 1 上周行业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2 上周汽车行业细分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乘用车板块中，跌幅较小的有*ST 海马（-4.91%）、比亚迪（-5.64%）、

一汽夏利（-7.42%），跌幅较大的有上汽集团（-14.03%）、北汽蓝谷

（-12.88%）、小康股份（-12.38%）；商用车板块中，跌幅较小的有福

田汽车（-2.53%）、中国重汽（-3.17%）、东风汽车（-3.97%），跌幅

较大的有*ST 安凯（-11.99%）、宇通客车（-10.01%）、江铃汽车（-6.27%）；

汽车零部件板块中涨幅较大的有钧达股份（14.34%）、远东传动

（9.30%）、通达电气（8.42%），跌幅较大的有科博达（-21.39%）、常

www.hibor.com.cn


cVdYvYvXlUiZiYfWMBrRsPbRcMaQmOqQpNqQeRrRnOjMsQnQ7NmNxPwMpPrPvPnQpM

 行业动态                                                      

 3 

 

2020 年 3 月 24 日 

 

熟汽饰（-19.72%）、爱柯迪（-17.17%）；汽车服务板块中跌幅较小的

有东方时尚（-0.87%）、特力 A（-1.40%）、大东方（-3.05%），跌幅

较大的有广汇汽车（-10.46%）、中国中期（-6.56%）、漳州发展（-5.88%）。 

 

图 3 乘用车板块市场表现（%） 图 4 商用车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图 5 汽车零部件板块部分公司市场表现（%） 图 6 汽车服务板块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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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公司动态 

表 1 汽车相关上市公司动态 

类型 公司名 代码 事件 内容 

投资项目 

万安科技 002590 对外投资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向参股子公司瀚德万安（上海）

电控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增资 1,5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

对瀚德万安实际出资 8,000 万元人民币，持有其 50%的股权。 

中原内配 002448 对外投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航天和兴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并受让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向北京航天和兴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及受让共青城润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目标公司部分股权，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0,560 万元。 

业务进展 

飞龙股份 002536 项目定点 

公司近日收到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定点通知函，邀请

公司参与其某低压电子水泵及低压电子水泵支架项目的同步开发

工作。公司此次获得定点通知函是公司持续拓展氢能源汽车电子水

泵市场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威唐工业 300707 框架协议 

公司与山东豪驰智能汽车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本次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双方实现从产品研

发、智能制造、市场拓展、商业模式等全产业领域的资源共享，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协同效益。 

银轮股份 002126 业务合作 

近期，全资子公司上海银轮热交换系统有限公司与 Tesla, Inc.、特

斯拉（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产品零件或服务通用条款合同、产品

定价协议，Yinlun TDI，LLC 与 Tesla, Inc.签订了产品零件或服务

通用条款合同，特斯拉将向公司采购汽车换热模块产品。 

其他事项 

江淮汽车 600418 年度报告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72.86 亿元，同比下降 5.6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 亿元，同比扭亏，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78 亿元，同比续亏，基本每股

收益 0.06 元。 

小康股份 601127 产销快报 

公司 2 月汽车整车销量 3638 辆，同比下降 84.30%，1-2 月累计销

量 2.85 万辆，累计同比下降 47.95%；2 月发动机销量 8629 辆，同

比下降 77.76%，1-2 月累计销量 3.87 万辆，累计同比下降 53.94%。 

亚星客车 600213 政府补贴 

公司于近日收到扬州市财政局转支付的 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补助清算资金 12,921 万元以及 2018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补助资金预拨款 1,322万元。上述推广应用补贴款共计 14,243万元。

本次收到的款项将直接冲减应收账款。 

*ST 安凯 000868 年度报告 

公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76 亿元，同比增长 7.2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2.06 万元，同比增长 103.7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653.49 万元，同比增长

89.60%，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 

华阳集团 002906 政府补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27 日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资金

251.59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规定，

公司上述收到的政府补助 251.59 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预计将增加 2020 年税前利润 251.59 万元（未经审计）。 

 金麒麟 603586 回购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或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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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许可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迪生力 603335 政府补助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收到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的政府

补助人民币 5,214,510.00 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

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上述补助将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公司当期损益，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京威股份 002662 政府补助 

公司全资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自 2019 年以现

金形式收到政府各项补助资金 4,405.35 万元。上述政府补助资金预

计增加公司 2019 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 123.23 万元，预计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人民币 3,466.5 万元。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行业近期热点信息 

1、发改委等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

见》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

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完善节能家电、高效照明产品、

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和新能源汽车推广机制，有条件的地

方对消费者购置节能型家电产品、节能新能源汽车、节水器具等给予

适当支持。鼓励公交、环卫、出租、通勤、城市邮政快递作业、城市

物流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来源：国

家发改委） 

 

2、海南发布《关于做好 2016 年至 2019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

财政补贴清算工作的通知》 

近期，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省财政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6 年至 2019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地方财政补贴清算工作的通

知》，对于 2019 年上牌车辆按照 2019 年 4 月 18 日《海南省财政厅 海

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并按照国家补贴标准的

0.5 倍执行。（来源：海南省工信厅） 

 

3、广州通过《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消费若干措施》 

3 月 20 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消

费若干措施》，确定降低新能源车购买成本，加快巡游出租车、网约

车电动化，推动新能源车配套设施建设，提振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

加快老旧汽车置换或报废，优化中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支持广州整

车生产企业让利于民，推进汽车加快更新换代。同时，便利购车登记，

创新汽车销售模式，加大金融服务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汽车消费环

境。（来源：广州市政府办公厅） 

www.hibo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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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月 9 日-3 月 15 日乘联会厂家日均零售数量 21696 辆，同比下降

44% 

3 月 18 日，乘联会公布厂家周度销量分析。3 月 9 日-3 月 15 日

乘联会厂家日均零售数量为 21696 辆，同比下降 44%，3 月 1 日-3 月

15 日日均零售数量为 19014 辆，同比下降 47%。3 月 9 日-3 月 15 日

乘联会厂家日均批发数量为 15720 辆，同比下降 67%，3 月 1 日-3 月

15 日日均批发数量为 14039 辆，同比下降 67%。（来源：乘联会） 

 

5、小鹏汽车收购福迪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3 月 19 日，福迪汽车完成工商信息变更，新引入股东为小鹏汽

车旗下公司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并由小鹏汽车总裁夏珩担

任福迪汽车执行董事，小鹏汽车副总裁何涛担任监事。此次收购优质

资产，不但能补足生产资质，获得稳定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能力，重

资产的引入为后期获得大额的来自政府方面的人民币融资提供了更

好的保证。（来源：中国汽车报网） 

 

6、百度 Apollo 中标国内首个 L4 级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项目 

3 月 17 日，重庆市永川区对外公示，百度 Apollo 中标重庆永川

区“西部自动驾驶开放测试基地”建设项目，项目金额为 5280 万元。

百度作为国内唯一具备自动驾驶车、路、云、图全栈能力的公司，入

选该项目的单一采购供应商。根据项目协议，百度 Apollo 将在重庆

永川城区 20 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设车路协同测试示范区，为该示范区

提供一整套支持 L4 级自动驾驶的车路协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并在

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内建设 3000 平方米的智能网联创新示范基地，开

展测试技术和标准规范研究。（来源：中国新闻网） 

 

四、投资建议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市场购车需求或将在较大程度上转移至

下半年释放，预计产业链上下游盈利短期内持续承压，下半年将有所

改善。建议适当关注低估值、业绩稳健的各细分行业龙头企业以及国

产化超预期的特斯拉产业链核心供应商。 

 

五、风险提示 

汽车销售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政策变化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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