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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补贴延 2 年，持续力推锂电设备龙头 
 
事件 

 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3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
政策延长 2 年。我们认为，补贴时间延长有助于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恢复，叠加再融资环境放宽、全球电动化趋势
确定，预计优质锂电池厂商扩产提速，锂电设备龙头有望受益。 

评论 

 补贴延后 2 年，政策“组合拳”有助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恢复，叠加融资环境放宽，优质锂电池厂商预计扩产提速 

 1）补贴时间延长是整个产业链一针强心剂，有助于国内新能源汽车短期市场恢复、培养中长期全球竞争力。同
时，我们看到，2 月以来，地方性汽车支持政策加码，杭州、广州、长沙等地区出台政策“组合拳”，加快汽车、尤
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复工复产与激发汽车消费活力，预计后续将有更多配套政策落地，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 

 2）我们认为，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提振、融资环境放宽情况下，优质锂电池厂商有望加大扩产力度。今年以来，
宁德时代、欣旺达等龙头电池厂商均加速新建动力电池产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新能源汽车电池装配需求。 

 新冠疫情影响逐步减弱，锂电设备投资需求有望恢复，格局加速重塑；海外电池产线建设预计延后，关注逆势扩建 

 1）我们判断，新冠疫情对锂电设备行业主要影响有二：①锂电设备需求放量预计后延：新能源汽车短期销量影响
会传导至动力电池需求与锂电设备投资，以影响较严重的欧洲为例，我们测算，在乘用车销量下滑 10%/20%/30%
情形假设下，2020 年锂电设备投资需求预计为 80/63/45 亿元，同比 22%/-5%/-30%；2021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叠
加碳排放规定，锂电设备需求将迎来较大程度反弹，预计设备投资将达 200 亿元，同比增长 150%以上（详细见附
录二）。②锂电设备格局重塑加速：加速行业/厂商问题暴露，龙头设备厂商将获取更强的竞争力、更高的议价权。 

 2）建议关注在海外市场逆势扩建电池厂的核心设备供应商。我们看到，欧洲疫情蔓延下，宁德时代“逆行”加速
进行德国厂的招标、建设，加速“出海”扩张。根据此前科恒股份公告，德国厂此次招标预计对应产能 7-10GWh，
有望拉动约 20-40 亿元设备投资。（详见 3 月 12 日点评报告《CATL 德国采购开启，锂电设备龙头加速出海》） 

 全球电动化趋势确定，2020-2025 年中国、欧洲两大市场锂电设备累计需求超 1800 亿元，设备龙头有望深度受益 

1）我们测算，仅测算中国、欧洲两大新能源汽车市场，2020 年至 2025 年锂电设备累计投资需求有望超 1800 亿
元，预计中国市场 2020 年重回正增长轨道、海外市场 2021 年需求加速放量。目前，宁德时代、LG 化学、
Northvolt 等龙头电池厂商均明确全球布局（集中于中、美、欧），以应对未来持续上升的动力电池需求。 

2）随着电池技术迭代、生产效率提高，与优质电池厂绑定的设备厂商将具备更高的议价权，并将随下游锂电池行
业集中度提升而实现市占率进一步提升。 

投资建议 

 我们维持行业“买入”评级，重点推荐与下游宁德时代等动力电池龙头深度绑定、具备出海能力的锂电设备龙头先
导智能，建议关注客户资源优质的锂电设备厂商杭可科技、赢合科技、科恒股份等。 

风险提示 

 电池扩产项目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补贴及配套政策落地情况不及预期；动力电池产能过剩风险；锂电设备行业竞
争加剧；疫情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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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支持汽车复工、消费政策梳理 

图表 1：中国中央、部分省市开始出台汽车消费支持政策刺激需求 

城市 政策 主要内容 

- 李克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延长 2 年

（3 月 31 日） 

确定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 2 年 

- 商务部：鼓励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等
措施（3 月 26 日）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商务部鼓励各地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出台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措施，进一步稳定

和扩大汽车消费。 

杭州 《关于 2020 年一次性增加小客车指标的

配置公告》（3 月 25 日） 

明确将在今年一次性增加 2 万个小客车指标。湖南 3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出台

促进吉利地产车在长株潭消费升级鼓励措施》前 3500 名长株潭购指定车型实

施可获 3000/辆补贴 

广州 《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消费若干措施》（3

月 20 日审议通过） 

包含有购车补贴、竞价奖励、新增巡游出租车指标和优化中小客车指标调控政

策等措施，预估拉动总产值会超过 200 亿元。与此同时，广州将推动新能源车

配套设施建设。推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单位的露天停车区域配置充电设
施；加快推进现有公共停车场、产业园区等区域的充电设施建设。 

湖南 《关于出台促进吉利地产车在长株潭消费

升级鼓励措施》（3 月 1 日） 

前 3500 名长株潭购指定车型实施可获 3000/辆补贴 

长沙：《汽车消费政策补贴车型及经销商

名录》（3 月 14 日） 

消费者在指定经销商处购上汽大众长沙工厂、长沙比亚迪、广汽三菱等本地车

企生产的汽车，并且在长沙上牌落户，便可获得裸车价格 3%的一次性补贴

（单车<3000 元），到今年 6 月 30 日结束。广东省佛山、广州、珠海三大地市

直接给予购车补贴最高 1 万元。 
 

来源：3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商务部、各地政府、车东西等，国金证券研究所 

 

附件二：疫情下欧洲锂电设备需求压力测算 

 假设 2020 年欧洲乘用车销量下滑 10%/20%/30%，锂电设备 2020 年实际
投资需求预计为 80/63/45 亿元，同比 22%/-5%/-30%。若在 2020 年下半
年逐步恢复，2021 年锂电设备需求将会迎来较大程度的反弹，设备需求约
为 200 亿元，预计需求弹性为 157%/213%/354%，即放量节点后延。 

关键假设： 

1）新能源汽车销量：考虑到 2020 年欧洲疫情影响情况，全年乘用车
（EU+ETFA）销量下滑假设 10%-30%，2021 年反弹之后保持小幅增长；
传统车碳排放按照 0-3%年降；混插碳排放按照 0-2%年降；纯电动车占新
能源汽车比例逐年上升，在 2030 年达 80%；计算碳排放量时，纯电动车
等效系数在 2020-2022 年分别为 2、1.7、1.3，后续年份为 1。 

2 ）单车带电量：纯电动车 2020/2025/2030 年单车带电量分别为
55/65/75KWh，混插车单车带电量为 12 KWh。 

3）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第 N 年新建/更新实际产能=当年测算新建/更新
产能/第 N+1 年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从 2019 年约 50%提升至 2025 与
2030 年 70%。 

4）锂电设备投资与更新：单位 GWh 设备投资额逐年下降，从 2019 年约
3 亿元/GWh 下降至 2025/2030 年的 1 亿元/GWh；未来 5 年技术迭代较快，
设备更新周期为 5 年；2026-2030 年更新周期逐年上升。 

核心结论： 

在不同假设下，锂电设备 2020 年实际投资需求预计分别为为 80/63/45 亿
元，同比 22%/-5%/-30%。若在 2020 年下半年逐步恢复，2021 年锂电设
备需求将会迎来较大程度的反弹，设备需求约为 200 亿元，预计需求弹性
为 157%/2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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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欧洲汽车销量不同程度下滑假设下锂电设备需求测算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测算 

 

附件三：核心电池厂全球最新产能及规划情况统计 

图表 3：核心电池厂全球最新产能及规划情况统计 

 
来源：GGII、公司官网、公司公告、电池中国等，国金证券研究所统计、整理（注：1）部分数据为预估，仅供参考，具体规划与目标以电池厂公开发布信息为
准；2）核心电池厂产能布局详细梳理请联系国金证券研究所机械军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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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上涨幅度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变动幅度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6－12 个月内下跌幅度在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的说明： 

买入：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15%以上； 

增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上涨幅度超过大盘在 5%－15%；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变动幅度相对大盘在 -5%－5%； 

减持：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下跌幅度超过大盘在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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