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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3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促进

汽车消费，会议确定，1）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

延长 2 年；2）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点评： 

 促进汽车消费组合拳序幕拉开，新能车购置补贴延长 2 年超预期 

新能源汽车补贴原定于 2020 年以后完全退出，2020 年 1 月 20 日工

信部部长苗圩表示 2020 年底完全退出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有可能

延缓，今天国常会显示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延长 2 年，其中购置补

贴延长 2 年略超市场预期，有利于未来 2 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公共领域电动化渗透率有望继续提升 

3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视频会议，听取行

业机构、企业代表对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的意见建议，深入研究

分领域、分区域、分车型电动化的目标、方式及政策措施。装备工业

一司表示，下一步拟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行业力量开展推动公共领域

用车电动化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积极推动公交、环卫、邮政、出租、

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车辆电动化水平提高。我们认为公共领域中公

交、环卫、邮政和出租是政府可以直接推动电动化的下游领域，物流

可以通过替换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方式提升销量，预期 2020 年新能

源商用车将取得高增长。 

 补贴细则尚未明确，趋势预期向好，产业链盈利能力或将改善 

3 月 30 日工信部辛国斌表示近期将对新能源汽车及相关政策作出调

整，当前明确补贴延长年限我们认为这只是第一步，后续将明确补贴

细则，我们认为在促进汽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幅度大概率向好。 

若补贴退坡幅度控制在 27%以内，则产业链盈利能力有所提升。我们

以带电量 53 度电的 A 级车（续航 400km）为例计算，19 年单车动力

电池系统成本 5.3 万左右，2020 年动力电池系统成本预期相对 19 年

下降 13%，预期 2020 年单车成本减少 6890 元；19 年单车过渡期国

补金额 2.5 万元，按照补贴退坡 27%计算，2020 年单车补贴金额减

少 6750 元；考虑电池成本下降单车盈利基本不变，如果退坡控制在

27%以内，则盈利能力将有所提升。 

 投资建议与盈利预测 

疫情影响短期电动车产销，不改长期趋势，我们预期 2020 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 142 万辆，当前锂电板块回调较为充分，龙头企业迎来配置

时点。建议从三方向布局：1）出口占比较小的动力电池龙头企业，

推荐宁德时代；2）受益刀片电池和 CTP 技术发展的磷酸铁锂电池产

业链，推荐铁锂正极材料德方纳米；3）新基建领域关注充电桩，推

荐运营龙头特锐德。 
 

[Table_Invest] 

推荐|维持 

 

[Table_PicQuote] 过去一年市场行情 

 
资料来源：Wind 
  

[Table_DocReport] 相关研究报告 

《国元证券*行业研究*智能汽车行业点评——政策推动智能

汽车新里程 *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 满在朋 *20200224》

2020.02.25 

《国元证券*行业研究*特斯拉与大众 MEB：巨头发力，带动

零部件产业链的腾飞-特斯拉国产系列行业报告*汽车与汽车

零部件*满在朋*20200120》2020.01.21 

 
 

[Table_Author] 报告作者 

分析师 满在朋 

执业证书编号 S0020519070001 

电话 021-51097188-1851 

邮箱 manzaipeng@gyzq.com.cn 

  

联系人 黄浦 

电话 021-51097188-1851 

邮箱 huangpu@gyzq.com.cn 

  
 

-19%

-12%

-4%

3%

10%

4/1 7/1 9/30 12/30 3/30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沪深30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2 / 4 

 

 风险提示 

补贴政策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产销不达预期，疫情控制不达预期。 

表 ：从年初至今多地完善充电设施政策，疫情后中央多次强调稳定汽车消费，地方跟进响应 

时间 关键词 事项 主要内容 

1-9 充电设施 
海南省发改委《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及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新建住宅小区今年 100%建充电设施 

1-10 充电设施 
安徽发改委《关于落实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

用电成本的通知》 

执行两部制电价的电动汽车集中式充电设施用电免收基本电费至 2025

年底，港口岸电运营商执行工商业单一电价、不收基本电费。 

2-3 充电设施 

北京发改委《关于组织好 2020 年度新能源小客车

公用充电设施项目建设投资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

通知》 

已建成并投运的社会公用充电设施进行补助 

2-15 汽车消费 

《求是》杂志发表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

讲话》 

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

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2-15 
 

交通运输部 
2 月 17 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加速开工节奏。 

2-17 消费补贴 
佛山市发布《佛山市促进汽车市场消费升级若干

措施（实行）》的通知 

鼓励国 VI 标准排量汽车消费，给予每辆车补贴 2000-5000 元不等，该

鼓励政策将在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2-20 汽车消费 
广东省人民政府发部《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

就业若干政策措施》 

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出台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措施，鼓励广州、深

圳进一步放宽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 

2-24 
智能汽车

创新战略 

国家发改委联合工信部等十部委下发《智能汽车

创新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分别从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

和网络安全六大方面提出建设目标 

3-2 消费补贴 
湘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出台促进极力地产

车在长株潭消费升级鼓励措施》 

市民购买吉利汽车湘潭九华基地生产的吉利缤悦、全新远景，补贴 3000

元/台 

3-4 消费补贴 

广州市政府引发广州市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若

干措施的通知 

1）新增指标：加快推进落实 2019年 6月明确的新增 10万个中小客车

指标额度工作；2）新能源补贴：2020年 3月至 12月底，对个人消费

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每车 1万元综合性补贴。3）置换补贴：对置换

或报废二手车的消费者/企业购买国六标准新车，补贴 3000元/台 

3-14 消费补贴 长沙市发改委发布促进汽车消费新政策 
消费者在指定经销商处购买长沙本土车企生产的汽车，并在长沙上牌落

户，可获得最高 3000 元政府补贴 

3-20 汽车消费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第15届104次常务会议审议原

则通过了《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消费若干措施》 
增加中小客车指标，具体增加数据将在进行核改，预计 4 月初出炉 

3-20 
汽车消费、

皮卡进城 

商务部办公厅等联合《关于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复

工营业的通知》 

要稳住汽车消费，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积极推动出台新车购置补贴、汽

车“以旧换新”补贴、取消皮卡进城限制、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等措施 

3-24 增加指标 
商务部网站：北京正研究出台刺激汽车消费措施

（后删除） 

1）尽快推出高排放老旧汽车淘汰更新政策；2）上半年再释放不少于

10 万个新能源购车指标：3）研究推出限定在郊区行驶的专用小客车号

牌。 

3-25 增加指标 《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规定》 2020 年一次性增加 2 万个小客车指标 

3-26 汽车消费 
商务部王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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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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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报废补贴 北京市政府发布最新国三绕台补贴方案 
2020 年内国三车报废最高补贴 14000 元、转出最高补贴 7000 元，在

2021 年实施淘汰的分别降低补助标准 20%。 

3-30 政策调整 
工信部辛国斌：近期将对新能源汽车及相关政策作出调整 

 

3-30 
消费与生

产补贴 
宁波《关于推进工业达产扩能稳增长的若干意见》 

购买本地生产、上牌乘用车，一次性让利 5000 元/辆，每家企业限让利

销售 6000 辆；车企首发投产并列入国家《车辆生产企业与产品》目录

车型，补贴 50-500 万； 

3-30 消费补贴 
长春市商务局《关于做好近期商贸领域促消费工

作的指导意见》 

省内销售落籍的汽车，每辆给予购车价格 3%的一次性补助，首购不超

过 4000 元，换购不超过 5000 元 

资料来源：国元证券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