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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核心观点 

[Table_Sum ummary] 行业展望及配置建议： 

➢ 新能源汽车： 

乘联会数据，2023 年 1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预计 136.0 万辆，同比下降

34.6%，环比下降 37.3%；其中新能源车零售销量预计 36.0 万辆，同比增

长 1.8%，环比下降 43.8%，渗透率 26.5%；2022 年新能源车零售 567.4

万辆，同比增长 90.0%，渗透率达到 27.6%。一季度是车市的淡季，我们

认为整体新能源车销量有望保持韧性，消费者对电动车的认可度在提升，

需求有望超预期。从 2023 年的投资机会上看，需要重视电池环节。伴随电

池产业化逐步成熟，电池企业未来竞争或将由制造工艺端、成本端的竞争，

转变为全方位的综合竞争，电池企业逐步完善产业链布局，且碳酸锂、负

极、铜箔、电解液等环节的降价有望带动电池成本的下行，电池环节整体竞

争力也有望提升。随着新能源车渗透率的逐步提升，补能焦虑逐步成为消

费者的痛点，高压快充有望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高压高倍率车型渗

透率逐渐提升，充电桩逐渐向大功率方向演进，国内充电桩建设保持高增

速，海外充电桩建设或将进入发力期，看好国内充电桩龙头企业出海，重点

关注充电桩业务相关企业盛弘股份、特锐德、金冠股份、科士达等。在新

技术方面，我们当前看好钠离子电池、磷酸锰铁锂、PET 铜箔等的 0-1 过

程。我们认为当前新能源车处于低估区间，2023 年实际的行业需求情况有

望好于预期，当前位置建议积极配置。重点推荐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天赐

材料、星源材质、科达利、中伟股份、恩捷股份、容百科技、德方纳米、天

奈科技、超频三、比亚迪、中科电气、杉杉股份、当升科技、长远锂科、壹

石通、孚能科技等。 

➢ 电力设备及储能： 

电力设备方面，随着新能源占比的不断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我

国两网规划“十四五”期间投资总额为 2.9 万亿，年均投资约 5800 亿，

“十三五”电网投资年均约 5140 亿，中枢抬升显著。而 2022 年由于疫情

影响开工进度，1-11 月投资总额为 4209 亿，我们认为 2022 年受疫情影响

投资基数相对较低，而 2022 年的低基数叠加长期规划的中枢抬升，我们

预计 2023 年的电网投资增速较高，因此电力设备企业有望迎来行业 Beta

的机会。推荐成长性较高的一次设备龙头企业：思源电气；建议关注二次

设备头部企业：四方股份、国电南瑞、许继电气。 

储能方面，新能源占比不断提升，储能具有刚性需求。国内来看，我国具

有提升储能实际效益政策频频出台，刺激 2023年储能需求高增，而且

2022 年已完成招标的储能项目达到 29GWh（其中独立储能 21GWh），未来

成长确定性较高。2023年随着电池成本下降，储能经济性提升，储能装机

有望超预期增长，我们预计国内储能新增装机 21-25 年复合增速有望达到

119%。海外来看，美国政策积极推动，大储建设加快推进，欧洲大储商业

模式较为成熟多元，能源通胀叠加地缘政治刺激户储需求快速增长，我们

预计全球储能 21-25 年复合增速高达 90%，其中户储长期 5年复合增速达

91%。推荐全球户储龙头特斯拉产业链供应商：旭升集团，建议关注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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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需求高增的产业链标的：储能电池产业：宁德时代、亿纬锂能、鹏辉

能源、比亚迪、天能股份、国轩高科；储能变流器企业：阳光电源、科士

达、盛弘股份、科华数据、上能电气、固德威、锦浪科技；集成商企业：

派能科技、四方股份、金盘科技、南网科技、南都电源。 

➢ 光伏： 

中游价格反弹，行业需求向好。根据 PV INFOLINK 公布的最新产业链价格

数据，多晶硅致密料均价降至 150 元/kg，环比降幅达 18%，低价大幅下滑

至 120 元/kg；硅片 182mm/150μm 及 210/150μm 均价反弹至 4.43 元/片

和 5.78 元 / 片，环比增幅分别为 19.7% 及 25.7% ；单晶电池片

182mm/210mm 均价均为 0.85 元/w，环比增 6.3%；单双面大尺寸组件价

格分别为1.75元/W和1.77元/W，降幅约为为1.70%。根据 PV INFOLINK，

2 月组件将有较大体量拉动，2023 年 2 月价格可能回调至 1.65-1.7 元人民

币的水平。我们判断，目前组件价格已降到较低水平，有助于拉动国内年后

项目建设加速开启，强需求下中下游价格或将有所反弹，叠加欧美市场也

开始进入补库存周期，2023Q1 全球光伏市场或将呈现淡季不淡。2023 年

全年，随着产业链成本下降、新技术突破、集中式起量，国内、欧洲、拉美

需求有望延续高增，美国、印度需求有望回暖，中东、非洲需求启动，全球

光伏需求增速有望在 40%左右。目前一体化组件、逆变器、核心辅材、设

备等环节估值已经具备较强的吸引力，看好 23 年光伏国内外需求高增，推

荐昱能科技、通威股份、隆基绿能、晶澳科技、美畅股份；建议关注 捷佳

伟创、金博股份、禾迈股份、德业股份、福斯特、海优新材、天合光能、隆

基绿能、晶科能源、钧达股份、爱旭股份、欧晶科技等。 

➢ 风电： 

海风机组招标景气度依旧，2023 年相关标的弹性较大。我们从招标、前期

工作等方面进行跟踪：1）据风芒能源公众号统计，2022 年共有 15.7GW

海上风电项目完成中标。2）2023 年 1 月海风机组招标景气度依旧，1 月

山东海卫半岛南 U 场址 450MW 海风项目、国华投资半岛南 U2 场址、海

南东方 CZ8 场址 5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大连市庄河海上风电场址 V 项

目启动招标，招标量达到 1.8GW。此外，1 月 11 日中电建 2023 年度 16GW

风力发电机组集中采购项目开标，其中包件三为海上机型 1GW 招标，共有

10 家整机商竞标，平均报价为 2900 元/kW，最低报价 2353 元/kW，此次

海风机组降价有望促进海风项目加速平价，刺激海风装机节奏加快。当前

低基数情况下，继续看好 2023 年海风相关标的业绩增速。推荐东方电缆、

恒润股份，关注新强联、海力风电、宝胜股份、汉缆股份。 

行业动态：  

➢ 新能源汽车、发电和储能： 

1）1 月 26 日宁德时代在德国阿恩施塔特启动在欧洲的第一座工厂，预计

该工厂年产量最终将达 3000 万枚电芯，可装配 18.5 万至 35 万辆电动汽

车，未来几个月还将有 5 条生产线投产，德国工厂计划总投资 18 亿欧元，

规划产能 14GWh。2）特斯拉规划在内华达州追加投资 36 亿美元，扩建设

施—一部分设施用来制造 Semi 半挂式电动卡车，另一部分设施用来生产

4680 大圆柱形锂电池，规划年产能 100GWh。目前内华达州工厂的电池年

产能为 35GWh，支持每年生产 50 万辆电动汽车，新建的 100GWh 产能将

支持 150 万辆电动汽车。 

风险因素：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技术路线变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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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国际贸易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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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中信）：上周上涨 3.26%；近一个月上涨 8.24%，2023 年初至今上涨 6.91%； 

沪深 300：上周上涨 4.07%；近一个月上涨 9.21%，2023 年初至今上涨 7.55%； 

创业板指：上周上涨 5.18%；近一个月上涨 11.91%，2023 年初至今上涨 9.74%。 

 

图 1：主要股票指数近一年走势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二、新能源汽车行业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下跌。本周国内电池级碳酸锂周度价格下跌。参考百川盈孚信息，锂矿拍卖仍现

热潮，2022 年 12 月 14 日，澳锂矿商 PLS 年内第十次锂精矿拍卖，折合成电池级碳酸锂的成本约

56.0 万元/吨。国内来看，各厂家表示暂无检修计划，春节期间正常生产，产量下滑不多。但受需

求端影响价格上涨困难。 

钴价格下跌，硫酸镍价格小幅下降。本周电池级硫酸钴周度价格下降 9.7%，电池级硫酸镍周度价

格下跌 0.9%。钴方面，根据百川盈孚信息，钴盐供给充足，3C 电子产品销量下滑，钴市需求不及

预期；硫酸镍方面，下游正极材料与电芯 1 月均有减产计划，均以消耗自有原料和产品库存为主，

需求承压下硫酸镍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下游企业逢低采购，年后在硫酸镍市场需求恢复后或将有一

定上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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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锂电产业链产品价格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022 年 12 月新能源车产销两旺，同比上升。2022 年 12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售 81.4 万辆，同

比增长 53.3%，环比增长 3.5%。其中乘用车销售 75.7 万辆，同比增长 51.9%，环比增长 1.9%。 

2022 年 12 月份动力电池装机 36.1Gwh，同比增长 37.9%，环比增长 5.5 %。 

 

 

 

 

 

 

 

 

 

分类 产品 单位 当期值 周涨跌幅 月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三元原材料

MB钴99.8% 美元/磅 18.7 -12.0% -16.0% -45.3%

电池级硫酸钴 万元/吨 4.2 -9.7% -20.0% -60.2%

电池级硫酸镍 万元/吨 3.7 -0.9% -6.2% 2.1%

电池级硫酸锰 万元/吨 0.7 0.0% 0.0% -34.3%

锂盐

电池级碳酸锂99.5% 万元/吨 53.3 -3.2% -8.2% 59.0%

电池级氢氧化锂56.5% 万元/吨 51.0 -4.7% -10.7% 94.3%

三元前驱体

三元前驱体523 万元/吨 9.6 -5.0% -11.1% -28.1%

三元前驱体622 万元/吨 10.8 -4.4% -10.0% -23.4%

三元前驱体811 万元/吨 12.2 -4.7% -7.6% -16.3%

三元正极材料

三元材料523 万元/吨 31.7 -2.5% -9.2% 5.7%

三元材料622 万元/吨 34.45 -4.4% -10.0% -23.4%

三元材料811 万元/吨 38.3 -4.7% -7.6% -16.3%

钴酸锂 万元/吨 40.25 0.0% -9.0% -18.7%

磷酸铁锂 万元/吨 15.3 -6.1% -11.0% 21.4%

针状焦

国产油系高端 元/吨 13500 0.0% 0.0% 12.5%

进口油系 美元/吨 1600 0.0% -5.9% -20.0%

人造负极

中端 万元/吨 5.3 0.0% 0.0% -3.6%

高端 万元/吨 7.15 0.0% 0.0% 2.1%

天然负极

中端 万元/吨 4.2 0.0% 0.0% 5.0%

高端 万元/吨 5.8 0.0% 0.0% -0.9%

隔膜基膜

干法/16um 元/㎡ 0.95 0.0% 0.0% 0.0%

湿法/16um 元/㎡ 1.35 0.0% 0.0% 8.0%

湿法9um 元/㎡ 1.475 0.0% 0.0% 5.4%

涂覆隔膜

湿法涂覆 （水系/9um+2um+4um） 元/㎡ 2.24 0.0% 0.0% 0.0%

六氟磷酸锂 万元/吨 22.0 -5.2% -15.4% -60.7%

电解液

 磷酸铁锂 万元/吨 5.1 -3.8% -23.9% -57.5%

 三元/常规动力型 万元/吨 7.0 0.0% -16.7% -51.6%

电芯

方形三元 元/Wh 1.07 0.0% 0.0% 15.1%

方形磷酸铁锂 元/Wh 0.96 0.0% 0.0% 37.1%

电池包

方形三元 元/Wh 1.35 0.0% 0.0% 35.0%

方形磷酸铁锂 元/Wh 1.15 0.0% 0.0% 35.3%

正极材料

负极材料

隔膜

电解液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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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及变化情况（2022年 12月）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三、光伏行业 

硅料价格下降，谈判活跃度回升。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12 月至今上游环节市场变化过快，

硅片价格形成超跌，1 月上半月硅料谈判和签单活跃度和积极性明显大幅回暖，硅料致密料价格范

围继续呈现扩大趋势，个别硅料头部企业的前期堆积库存得到快速消化。 

硅片价格继续快速上涨。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硅片价格由于前期稼动下降幅度较大，导致

供应量减少过度，产量提升需要时间，但是春节假期之前备货和生产需求增加，引起中游环节供不

应求的短期错配局面， 182mm 和 210mm 在内的硅片现货价格均形成大幅调涨。 

电池片成交价格上涨。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电池片受到硅片厂家的价格涨势而跟进报价，

展望后市，硅片、电池片环节将是上中游厂家博弈的关键节点，若电池片价格持续上升，将垫高后

续价格下跌基期。 

组件价格小幅下跌。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硅片因减产供应紧缺，导致价格触底后开始反弹，

电池片价格持续上调，组件重新谈价进度出现波折，厂家多数停摆协议，考虑等待至春节假期后，

海外市场波动较小，其中欧洲市场价格稳定在每瓦 0.22-0.26 元美金、亚太地区整体在每瓦 0.21-

0.23 元美金之间。美国市场 Q1 价格仍较稳定在每瓦 0.43-0.45 元美金(DDP) 

 

 

 

 

 

 

 

 

2022/12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产品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乘用车

当月产 万辆 81.0 56.4% 5.5% 当月产 万辆 75.0 53.6% 3.7%

当月销 万辆 81.4 53.3% 3.5% 当月销 万辆 75.7 51.9% 1.9%

累计产 万辆 721.9 103.6% 累计产 万辆 671.6 99.9%

累计销 万辆 688.7 95.6% 累计销 万辆 654.8 96.4%

        纯电动         纯电动

当月产 万辆 60.0 38.2% 1.9% 当月产 万辆 54.4 36.0% 1.3%

当月销 万辆 62.4 39.4% 1.5% 当月销 万辆 57.2 36.6% -0.7%

累计产 万辆 546.7 85.8% 累计产 万辆 456.6 84.9%

累计销 万辆 536.5 84.0% 累计销 万辆 445.9 84.1%

       插电混合        插电混合

当月产 万辆 19.4 132.4% 8.4% 当月产 万辆 17.9 133.1% 8.3%

当月销 万辆 18.9 129.2% 10.7% 当月销 万辆 17.0 129.7% 10.7%

累计产 万辆 158.8 164.1% 累计产 万辆 139.0 165.0%

累计销 万辆 151.8 151.6% 累计销 万辆 132.7 152.4%

产品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动力电池装机（12月） 单车装机电量 （动力电池装机/新能源汽车产量）

当月装机 GWh 36.1 37.9% 5.5% 当月 KWh/辆

累计装机 GWh 294.6 90.7% 累计 KWh/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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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光伏产业链产品价格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PVInfoLink，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四、风电行业 

12月风电装机下降。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风电新增装机量 25.6 GW，同比减少 46.2%；

累计装机量 354.04GW，同比增长 29.0%；拆分来看 12 月单月新增装机 3.08GW，同比下降

86.5%。 

中厚板价格维持稳定、铸造生铁价格上升。中厚板周度价格；铸造生铁周度价格上涨 0.2%。 

液体环氧树脂价格维持稳定，有色金属原材料上涨。液体环氧树脂维持稳定。电解铜价格上涨 2.1%。 

 

图 5：风电装机及产业链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百川盈孚，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产品 单位 当期值 涨跌幅
硅料

多晶硅致密料 元/Kg 150.00 -12.0%

硅片

单晶硅片-182mm/155μm 元/片 4.43 16.5%

单晶硅片-210mm/150μm 元/片 5.78 20.4%

电池片

单晶硅PERC电池-182mm\22.9%+ 元/W 0.85 5.9%

单晶硅PERC电池-210mm\22.9%+ 元/W 0.85 5.9%

组件

365-375/440-450W单面单晶PERC组件 元/W 1.86 0.0%

182mm单面单晶PERC组件 元/W 1.75 -1.7%

210mm单面单晶PERC组件 元/W 1.75 -1.7%

光伏玻璃

3.2mm镀膜 元/㎡ 26.50 0.0%

2.0mm镀膜 元/㎡ 19.50 0.0%

内容 单位 时间 频率 当期值 涨跌幅

装机/招标
单月新增装机量 GW 2022.12 月 3.08 -86.5%

新增装机量 GW 2022.1-12 月 25.6 -46.2%

累计装机量 GW 2022.12 月 354.04 29.0%

累计利用小时数 小时 2022.1-12 月 3687 -1.1%

钢铁原材料价格

轴承钢：无锡GCr15 50mm 元/吨 2023/1/28 周 5200 0.0%

中厚板：上海Q235 8mm 元/吨 2023/1/28 周 4570 0.0%

铸造生铁：平均价（Z18-22） 元/吨 2023/1/28 周 3844 0.2%

废钢：张家港6-8mm 元/吨 2023/1/28 周 3200 0.0%

有色原材料价格

电解铜：上海1# 元/吨 2023/1/28 周 69815 2.1%

化工原材料价格
玻纤：缠绕直接纱2400tex（山东玻纤） 元/吨 2023/1/28 周 4100 0.0%

液体环氧树脂均价 元/吨 2023/1/28 周 15450 0.0%

 国产T300级别12K碳纤维 元/千克 2023/1/28 周 125 0.0%

国产T300级别24/25K碳纤维 元/千克 2023/1/28 周 12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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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因素 

疫情导致产业链需求不及预期风险；技术路线变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国际贸易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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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沪深 300指

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 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