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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三大政策，切实刺激汽车消费 
■事件：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3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再提前下达一批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带动扩大有效投资；部署强化对中小微

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加大对困难群体相关补助政策力度。为促进汽车消费，会议

确定，一是将新能源汽车购臵补贴和免征购臵税政策延长 2 年。二是中央财政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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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对二手

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从 5月 1日至 2023 年底减按销售额 0.5%征收增值税。 

■点评：今年 2月，我国汽车销量仅 21.65万辆，同比下降 82.25%，受疫情冲击严重。

汽车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托住汽车消费对对冲疫情对我国宏观经济

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重要意义。3 月 28 日，商务部负责人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会上表示，目前已经采取了八方面稳定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一是促进汽车限购向

引导使用政策转变。二是支持购臵使用新能源汽车。三是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

四是鼓励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五是推动农村车辆消费升级。六是加快更新城市公共

领域用车。七是推动取消皮卡进城的限制。八是加强城市停车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等设施的建设。继佛山、广州、杭州、长春、北京等地方政府已陆续出台汽车消

费政策，本次国务院会议确定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三大政策是中央对鼓励汽车消费

的实施落地，预计还将带动各地更多汽车政策出台。 

■第一，新能源汽车购臵补贴和免征购臵税政策延长符合预期。按 2015 年发布的原

规划，2020年底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将完全退出。今年 1 月 11日，工信部相关司局

负责人在百人会论坛答记者问时即表示，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将保持相对稳

定，不会大幅退坡。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确认将新能源汽车购臵补贴和免征购臵税

政策延长 2 年也验证了我们 2 月 28 日的深度报告《汽车刺激政策的回顾与预期》对

新能源政策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放缓和政策延长的预期。另外，从广州市已出台的对

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给予每车 1 万元综合性补贴政策看，我们预期未来其他

地方政府也可能加码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第二，京津翼及周边地区今年至少再淘汰 44万辆国三柴油货车，中央以奖代补政

策出台或加速淘汰。按照 2018 年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要求，2020年底前，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 100 万辆以上。截

止 2019 年底，重点区域国三及以下中重型柴油货车保有量 92 万辆，已完成淘汰量

56 万辆，按计划 2020 年仍有 44 万辆国三及以下中重型柴油货车要淘汰。我们预期

中央财政以奖代补支持政策出台，今年京津翼地区国三车报废淘汰规模可能有明显

扩大，将支撑国内重卡市场的更新需求，为 2020年重卡市场销量助力。 

■第三，征收二手车交易增值税有助于活跃二手车市场。国务院在 2016 年 3月 25日

出台《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提出取消二手车限迁等意见，在 2019

年 8 月 29 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中进一步要求各地落

地实施取消二手车限迁以促进二手车流通。本次确定对二手车经销企业减征增值税

是财政对二手车交易的切实补贴，预计有助于鼓励各地经销商对消费者让利，活跃

国内二手车市场。 

■投资建议：我们分析本次国务院会议确定的汽车消费相关三大政策的影响，梳理 2

月以来各地方政府对汽车消费的补贴政策，预计在中央带领和财政支持下，各地政

府继续跟进汽车消费政策的可能性较高。考虑到整车板块整体估值历史底部的情况

下，我们重点推荐攻守兼备的广汽集团和新能源汽车龙头比亚迪，推荐上汽集团、

长安汽车和长城汽车等，商用车建议重点关注潍柴动力、宇通客车和威孚高科等。 

■风险提示：刺激政策不及预期；疫情失控风险；各地政府推进汽车消费政策跟进

的程度及步伐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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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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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