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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与浙江时

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纯电动客车购销合同。计划到 2015 年底，

东风旅行车将向浙江时空销售纯电动客车 5000-10000 台，其中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必保 500 台，力争 1000 台。并承诺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该定制车型 5000-10000 台的采购并

上牌。即到 2017 年底共实现 10000-20000 台的目标销量。 

报告摘要： 
 电动物流车市场大有可为。随着网购消费习惯兴起等原因，城市物流

高速发展。城区间物流车因行驶范围固定，车辆使用频率高，且城区

环境对于环保要求较高，与电动物流车区间运行、使用成本低廉和零

排放特点完美契合。电动物流车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补贴给力，电动物流车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目前国家对于 6 米-8
米的纯电动轻客（包括物流用欧式轻客）给予 30 万补贴。东风目前

正在协商地方补贴，有望拿到每台 12 万的地方补贴。原型的欧式轻

客的成本在 15-20 万左右。如实现量产，国补+地补可以覆盖电池+
电机等新能源改装成本。如实现 5000 台以上的年销量，有望实现 10
万以上的毛利，但利润需在东风和时空之间进行分配。我们估计有望

给东风带来 2 亿以上净利润。 

 大股东增持和净资产保底，借力国企改革东风，股价具有较强的安全

边际。目前东风每股净资产在 3 元，此外东风汽车公司于 3 月 17 日

以约 2.95 的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44.44 万股，公司在 3 元附近具有明显

底部特征。 

 投资建议：物流车是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对象领域之一，公司联合时空

率先迈出这一步，具有重大意义，考虑到该类标的具有极强的稀缺

性，给予“买入”评级，增值 40 亿市值空间，目标价 5.2 元。 

主要经营指标 2012 2013 2014E 2015E 2016E 
营业收入(百万) 17699.65 19305.69 20270.97 23311.62 25642.78 
增长率（%） -17.26 9.07 5 15 10 
归母净利润(百万) 21.73 50.18 60 250 300 
增长率（%） -95.32 130.89 19.57 316.67 20.00 
每股收益 0.01 0.03 0.03 0.13 0.15 
市盈率 808.86 350.32 129.67 31.12 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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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贴后电动物流车具有超强的经济性 
中国电动汽车有望获得快速发展的分支：高端进口电动车、低端电动车、性价比较高的插电混合动力汽车、

新能源公交（含各种技术路线）、新能源物流车（目前补贴情况下轻客比轻卡更适合做物流车）。 

城区间的物流车因为路线固定（围绕物流中心运输，一天不超过 300 公里），使用频率较高（基本上每天跑

8小时），城区对于车辆排放要求更为严苛的原因（卡车不能进入核心城区），比较适合电动车技术路线。 

简单计算物流车的成本可以看到，在无补贴的情况，两者成本相对接近。但是如果一旦有政府补贴，电动车

将具有明显的全生命周期成本优势。 

表 1：电动物流车经济性测算 
 传统燃油车 电动物流车 备注 

采购成本/万元 20 50 在量产情况下，电动车电池增加

成本 25 万，电机成本增加 5 万，

减少发动机成本。提示在非量产

情况下成本将大幅高于本测算 

购置税/万元 1.6 0  

补贴/万元  30 万国补+12 地补 地补各地不一样，6-8 米纯电轻

客补贴 30 万 

客户到手价/万元 19.6 3  

充电桩费用/万元  2 2 台车用一个充电桩，每个 4 万 

运营成本 平均百公里 60

元 

平均百公里 7 元 柴油 7.5 元/升，电价 0.58 元/度。 

27000 ⁄元 年 3150 ⁄元 年 按照 300 天工作日，每天 150 公

里计算。 

5 年成本/万元 13.5 1.575 5 年节约燃料费用约 12 万 

8 年成本/万元 21.6 2.52 8 年节约燃料费用约 20 万 

保养费用/万元/年 0.2  燃油车需要定期进行保养，每次

400。 

8 年无补贴情况下 44.2 49.52 在无补贴请情况下，经济性比较

接近，但燃油车仍占优势 

8 年有补贴 44.2 7.52 在有补贴的情况下，电动物流车

明显优于传统燃油车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整理 

这里需要提一下的是，如果是轻卡改造的专用物流车，只能按照纯电动专用车(主要是：邮政、物流、环卫

等)的推广应用补助标准，即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贴 2000 元，每辆车补贴总额不超过 15 万。经济性和盈利性

将无法凸显。 

二、东风时空合作方式具有开创性，取得成功过可能较大 
此次东风汽车的控股子公司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旅行车”，公司占 90%股权）与浙江

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时空”） 签订了纯电动客车购销合同。根据该合同，计划到 2015 年底，

东风旅行车将向浙江时空销售纯电动客车 5000——10000 台，其中截止 2014 年 12月 31 日必保 500台，力争 1000

台。并承诺在 2016 年元月 1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该定制车型 5000-10000 台的采购并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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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纯电动客车是基于东风御风领尊版长轴高顶的改型车辆，包括配电量 80KWH 和 100KWH 两种车型。 公司同

时表示上述 2015 年——2017 年销量计划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即公司在该意向合同中表明：在 2014 年-2017 年销售 10000-20000 台新能源轻客，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新

能源汽车订单。 

东风御风传统车型今年预计销量为 6000 台，同比增长 100%，主要用于物流、通勤等用途。目前欧系轻客领

域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江铃全顺（全年约 7 万台），依维柯（全年约 5 万台），上海大通（2 万台），江淮星锐（近

1 万台）。整个中高端欧系轻客市场的容量在 15 万左右。目前除依维柯在新能源领域布局较早外，其他几家竞争

对手仍采取跟随策略，东风御风的电动版车型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 

图 1：东风御风电动车版 

 
资料来源：宏源证券、公司网站 

此次参与合作的主要是浙江时空，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发展推广绿色城市概念，拥有自

主研发的电动汽车品牌及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的集团公司。公司旗下包括电动汽车整车研发，电池技术研发，城

市储能及供应设施成套，独立市场运营推广等多个技术、运营板块。其在充换电车型设计和改装、Pack 工程化、

BMS 研发、电连接器研发、高能量电芯成组等领域拥有大量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浙江时空目前的优势在于该公司的动力电池具有一定的领先性以及灵活的商业运作模式。其电池系统基于

18650 锂电池，采用特有的灌胶技术，从而使安全性大幅提升，能量密度指标也有一定程度提升，电池寿命与电

芯寿命挂钩，获得了东风汽车的认可。时空通过租赁模式与整车生产厂形成紧密联系，通过电池+租赁租金模式

获取两次利润。 

电动车物流租赁一方面可以更好得锁定国家和地方补贴（私人购车两级补贴申请比较分散，审批较为麻烦），

另一方面通过运营切实可以节约燃油经费，作为租赁回款的现金流来源。物流车的行车路线相对固定，所以充

电桩问题也易于解决。通过时空租赁的客车，时空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协助安装充电桩。 

 

三、估值及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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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总股本 20 亿股。主营业务是汽车事业和动力总成事业。即设计、制造和销售东风、日产系列轻型

商用车；设计、制造和销售东风康明斯发动机以及东风、日产系列轻型发动机。东风自主品牌轻型商用车已形成

东风凯普特、东风多利卡、东风福瑞卡、东风力拓、东风金刚、东风皮卡、东风天翼、东风莲花、东风御轩、东

风奥丁、东风锐骐、东风帅客、东风御风、东风俊风等全系列产品；日产品牌系列轻型商用车已形成帕拉丁、D22

皮卡、凯普斯达、NV200 、途乐、碧莲等产品品牌，计 2000 多个车型。产品结构覆盖轻型载货车、工程车、轻

型客车、客车底盘、皮卡、SUV、MPV、CDV 等全系列轻型商用车。事业布局于襄樊、武汉、常州、郑州、十堰等

地，计 20 余家分子公司，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轻型商用车制造商。 

此次合同公告的襄阳旅行车公司公司是指东风汽车持有 90%股份的东风襄樊旅行车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销

﹑ ﹑售客车底盘及系列客车，产品批量出口俄罗斯 乌克兰 埃及、越南等国家。其中，客车底盘销量位居国内行业

第一。  

东风汽车的股价由净资产和股东增持价作为底部。公司目前净资产为 3 元，股东增持价也在 3元附近。则 3

元作为坚实的底部区间。公司作为国企改革明确的收益标的，公司的净利润率只有 1.3%，具有很大的向上弹性。 

本次合同将带来确定的正向收益。我们对于利润空间估算如下：如上文所说，在有国补和地补的情况下，

与燃油车相比全生命周期的成本优势在 35 万。即终端使用人、东风汽车和时空之间在 8 年时间内会多产生 35

万的毛利。在首次购车时预计能产生 10-20 万左右的毛利空间，这部分利润由时空和东风公司所赚取，由于电

池技术和营销需要依靠时空，时空具有一定溢价能力。我们预计东风能够每台车赚取 4 万利润。在年销 5000 的

情况下，公司的年毛利增加 2 亿元。给予这部分 20 倍估值。则市值上有望增厚 40 亿元。从此次启动价 3.2 元

算起，则此次目标价为 5.2 元。考虑到新能源电动车标的的稀缺性，此次订单是国内目前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订

单，股价空间可能进一步走高。 

风险提示： 

1、 销量不达预期。从轻客市场来看，此次 10000-20000 台的销量不管对于新能源电动车甚至是整个轻客领

域都是一种颠覆，具有较大的实现难度。 

2、 东风和时风之间利润分配尚不明朗，且如果按照国补+地补 42 万计算，则 10000 台销量需要补贴 42 亿，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补贴数额，是否能如期兑现也存在一定风险。 

3、 目前的补贴数额将大概率在 2016 年下调，届时将留给参与各方合理的利润率。所以到 2016 年存在利润

率大幅下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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