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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周周报—国家战略将突显自主品

牌价值 
 
■本周行业观点和推荐标的：我们建议下周对板块进行标配。继“一

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公布之后，政治局上周五又出台了《国家安全

战略纲要》，显示了国家对外坚持加大工业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的出

口，对内坚持产品“国进洋退”的战略。由于将进一步受益于《国家

安全战略纲要》出台带来的预期强化，自主品牌乘用车、商用车整车

企业和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将迎来很好的发展机会，重

点推荐长城汽车、江铃汽车、宇通客车、威孚高科和华域汽车。 

 

由于加拿大、欧洲相继货币放水，主要经济区发展速度将回升，有利

于促进国际油价的反弹。我们判断国家油价回升态势已经形成，对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巨大利好，上游的电池企业或最先受益。重点推

荐信质电机、均胜电子。 

 

■上周行业指数小幅上涨，跑赢大盘，重点公司中亚太股份、信质电

机和长城汽车表现较好：上周汽车板块指数（+0.33%），跑赢上证指

数（-0.73%），跑输中小板（+2.81%）和创业板（+3.52%），在所有行

业中表现居中，其中专用汽车（+4.88%）、客车（+2.91%）和摩托车

（+2.63%）表现最好。我们重点推荐的公司中，亚太股份（+6.8%）、

信质电机（+5.1%）和长城汽车（+4.3%）等本周明显跑赢行业。 

 

■重点公司上周近况更新：江铃汽车披露 2014 年业绩快报；信质电

机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正案）董事会获批，股东大会时间变更至 2

月 6 日；上汽集团下上汽乘用车与赛特康签订新能源战略合作协议

等。 

 

■上周行业重要新闻：新能源汽车年会专家预测 2015 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将达到 20 万辆以上，较 2014 年增长 150%；中汽协预计

2015 年汽车销量同比增增长 7%；中汽协倡议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从以

GPS 为主导向以北斗为主导兼容其他系统的格局转型，推动汽车消费

电子和汽车信息服务产业创新发展；丰田氢燃料电池车在日上市 1

个月订单量达预期值 4 倍等。 

 

■风险提示：经济下滑幅度超预期导致需求不旺；货币泛滥导致原材

料价格大幅上涨。 

 

Table_Bas eInf o  

行业动态分析 
证券研究报告 

 

投资评级 同步大市-A 

维持评级 
 
Table_ FirstSt ock  

首选股票 目标价 评级 

601633 长城汽车 52.00 买入-A 

600104 上汽集团 30.00 买入-A 

000550 江铃汽车 42.00 买入-A 

600066 宇通客车 22.00 买入-A 

600741 华域汽车 24.00 买入-A 

600699 均胜电子 30.00 买入-A 

002664 信质电机 35.00 买入-A 

002284 亚太股份 17.80 买入-A 

000903 云内动力 8.00 买入-A 

000581 威孚高科 37.70 买入-A 
 

Table_C hart  

行业表现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Table_C han geRat e  

% 1M 3M 12M 

相对收益 1.55 -31.70 -1.35 

绝对收益 8.97 17.37 58.68 

 
Table_Au tho r  

林帆 分析师 

SAC 执业证书编号：S1450514030004 

linfan@essence.com.cn 
021-68765916 

 
 
Tabl e_Re port  

相关报告 

汽车:掘金后汽车周期 2014-12-16 

汽车:五部委下发《关于加强

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

管理的通知》的点评 

2014-10-17 

汽车:六部委印发《2014 年

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实

施方案》点评 

2014-09-22 

 

 

-20%

3%

26%

49%

72%

2014-01 2014-05 2014-09 2015-01

汽车 沪深300



 

2 

报告类型/股票名称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1. 本周观点和推荐标的 
 

去年 12 月汽车销量增长超预期后，不排除 1 月份会有所回落，2、3 月是传统汽车消费的

淡季，故 Q1 行业销量和盈利增速可能会经受考验。横向比较来看，行业盈利尚具有比

较优势，但因年初两周板块涨幅过大，故我们建议下周对板块进行标配。 

 

继去年 11 月国家公布“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之后，上周五政治局又审议通过了《国

家安全战略纲要》，两大战略方案显示了国家对外坚持加大工业高附加值产品和技术的出

口，对内坚持工业产品“国进洋退”的方针。 

 

“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如果以世界平均汽车保有量每千人 110 辆左右测算，将有 4.84 亿辆的巨大空间，而目前

这些国家总的汽车保有量仅约 3 亿辆（国家统计局数据），尚有至少 1.84 亿辆以上的汽车

需求量需要满足，给我们的自主品牌汽车厂商提供了巨大的出口机会。 

 

2014 年我国汽车销量 2349 万辆，乘用车销量 1972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 757

万辆，占乘用车销售市场的 38.4%。随着《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等支持“国进洋退”的一

系列大政方针的出台，自主品牌乘用车在国内也将迎来市场占有率上升的发展良机。 

 

自主品牌乘用车、商用车整车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重点推荐：长城汽车、

江铃汽车、宇通客车、威孚高科和华域汽车。 

 

由于加拿大、欧洲相继货币放水，主要经济区发展速度将回升，有利于促进国际油价的

反弹。我们判断国家油价回升态势已经形成，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巨大利好，上游

的电池企业或最先受益。重点推荐信质电机、均胜电子。 

 

2. 重点公司动态 
 

2.1.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表 1：上周重点公司重要公告 

重点公司 日期 重要公告 

信质电机 2015/1/22 

董事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修正案) 

计划规定：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2 亿元，设立中信证券信质电机 1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 2 年，参与员不超过 150 人（含董监高 6 人），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

购买等  

江铃汽车 2015/1/21 业绩快报：14 年收入 255.4 亿元，同比增长 22.25%，净利润 21.1 亿元，同比增长 24.4% 

威孚高科 2015/1/20 公司总部地址搬迁至无锡市新区华山路 5 号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2.2. 上周重点公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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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上周重点公司重要新闻 

重点公司 日期 重要公司新闻 来源 

长城汽车 2015/1/21 长城汽车列 2014 最具盈利能力汽车企业排行榜首 官网 

上汽集团 2015/1/23 

上汽乘用车公司与赛特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包括 1000

辆新能源汽车（荣威 E50 和荣威 550PLUG-IN）的采购、共建充电设施、合作开

展分时租赁业务等 

官网 

上汽集团 2015/1/23 上汽荣威 550PLUG-IN 荣膺 2015 轩辕奖可持续发展技术奖 官网 

上汽集团 2015/1/20 
上汽十三五规划将启动“新能源+互联网+X”模式，“X”代表目前尚不能确定

的，但未来可能会成为主流技术的前瞻性技术 
中证网 

上汽集团 2015/1/19 中级车高端细分市场新车型——全新英朗将于 3 月 2 日推出 官网 

江铃汽车 2015/1/22 江铃汽车列 2014 中国汽车企业资产优良榜榜首 官网 

华域汽车 2015/1/23 
江森自控已经与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区签订协议，将在该地区建设其全球第二座企

业总部 
盖世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网络媒体 

 

2.3. 近期重点公司股东大会时间 
 

表 3：近期重点公司股东大会时间 

公司 时间 地点 
 

信质电机 2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3 时 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 28 号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一#二楼会议室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3. 行业重要信息 
 

3.1. 上周行业重要新闻 
 

表 4：上周行业重要新闻 

主题 日期 内容 来源 

油价 2015/1/25 国内成品油价格或迎来十三连跌，大部分省市 93 号汽油每升价格将进入五元时代 新华社 

新能 

源车 
2015/1/23 

2015 中国新能源汽车年会上专家预测 201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达到 20 万辆

以上，较 14 年增长 150% 
盖世 

行业 

销量 
2015/1/23 中汽协预计 2015 年汽车销量同比增幅将在 7%左右，轿车销量 1251 万辆，增速 1% 

网易 

汽车 

汽车 

电子 
2015/1/23 

中汽协在中国汽车产业普及应用北斗战略峰会上倡议 2015 年启动汽车产业千万级

普及应用北斗工程，在十三五期间完成从以 GPS 为主导向以北斗为主导兼容其他系

统的格局转型，推动汽车消费电子和汽车信息服务产业创新发展 

盖世 

无人 

驾驶 
2015/1/23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呼吁谷歌无人驾驶车路测关注安全问题，同时已经开

始着手制定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法规 
盖世 

丰田 2015/1/23 

丰田 2014 全球销售 1023 万辆，蝉联第一，同比增长 3%，未完成 1032 万辆目标，

其中日本外销售 791 万辆，同比增长 3%。2015 年下调目标至 1015 万辆，其中日本

外目标 806 万辆 

盖世 

特斯拉 2015/1/22 未来特斯拉会根据市场就近的原则，在中、欧、美国东海岸建厂生产低价车。 盖世 

燃料 

电池车 
2015/1/21 

丰田旗下首款氢燃料电池车 Mirai 在日上市一个月获订单 1,500 辆，达预期值 4 倍，

丰田预计 2017 年之前该车在美国的销量将达到 3,000 辆 
盖世 

走出去 2015/1/20 习近平云南考察力帆时骏期间，鼓励鼓励汽车企业通过创新走出去 
搜狐 

汽车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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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未来 3 个月汽车上市公司解禁情况 

 

威孚高科和信质电机 3 月份部分禁售股解禁：重点公司中，威孚高科和信质电机 1.6929

亿和 1.2146 亿禁售股将于 3 月 2 日和 3 月 16 日解禁，该部分解禁市值占流通市值比例分

别为 20%和 64%。 

 

表 5：未来 3 个月汽车上市公司解禁情况 

简称 解禁日期 解禁数量(万股) 
解禁市值       

（亿元 150123） 

占解禁后流通

股本比例 

占总股本

比例 

鹏翎股份 2015/1/27 1,479 6.3 40% 16% 

跃岭股份 2015/1/29 810 2.8 24% 8% 

恒立实业 2015/2/9 3,103 2.0 10% 7% 

登云股份 2015/2/25 3,696 9.5 62% 40% 

特尔佳 2015/2/27 4,169 4.5 25% 20% 

威孚高科 2015/3/2 16,929 51.8 20% 17% 

交运股份 2015/3/2 8,023 7.8 9% 9% 

京威股份 2015/3/9 45,000 63.0 75% 60% 

信质电机 2015/3/16 12,146 40.7 64% 61% 

上柴股份 2015/3/23 2,972 3.3 6% 3% 

云意电气 2015/3/23 13,600 26.4 68% 68% 

广汽集团 2015/3/30 361,740 301.3 86% 56% 

黔轮胎 A 2015/4/10 25,656 16.7 34% 33% 

渤海活塞 2015/4/24 10,884 13.5 34% 33%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3.3. 上周汽车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减持情况： 
 

表 6：上周汽车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增减持情况 

名称 公告日期 股东名称 类型 方向 
数量   

(万股) 

其中    

大宗 

占流通股

比例(%) 

潍柴动力 2015/1/19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高管 减持 21 
 

0.01 

长安汽车 2015/1/21 张渝玲 高管 减持 0.03 
 

0.00 

宁波华翔 2015/1/23 叶冬梅 高管 减持 0.4 
 

0.00 

万丰奥威 2015/1/23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减持 1900 1900 5.10 

新朋股份 2015/1/21 郭亚娟 高管 减持 2250 2250 6.88 

金固股份 2015/1/23 赵宁 高管 减持 41 
 

0.31 

金固股份 2015/1/22 赵宁 高管 减持 90 
 

0.69 

庞大集团 2015/1/21 包头信达民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减持 1349 1349 0.51 

庞大集团 2015/1/21 包头信达民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减持 2500 2500 0.95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3.4. 上周汽车上市公司大宗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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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上周汽车上市公司大宗交易情况 

名称 交易日期 成交价 折价率(%) 成交量(万股\份\张) 

万丰奥威 2015/1/23 32 0.3 340 

万丰奥威 2015/1/23 32 0.3 174 

万丰奥威 2015/1/22 26.1 -10.0 1200 

万丰奥威 2015/1/22 26.1 -10.0 700 

光洋股份 2015/1/23 16.14 -10.0 100 

光洋股份 2015/1/22 16.35 -10.0 100 

赛轮金宇 2015/1/23 17.25 -3.0 300 

新朋股份 2015/1/21 7.69 -10.0 48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580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260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560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40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290 

新朋股份 2015/1/20 7.35 -10.0 520 

庞大集团 2015/1/20 5.52 -10.0 130 

庞大集团 2015/1/20 5.52 -10.0 1219 

庞大集团 2015/1/19 5.58 -10.0 1250 

庞大集团 2015/1/19 5.58 -10.0 1250 

一汽轿车 2015/1/19 15.68 -8.1 53 

金马股份 2015/1/19 5.44 -7.2 455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4. 上周汽车板块股价表现回顾 
 

4.1. 重点公司和汽车板块上周股价表现回顾 
 

按中信分类，上周汽车板块整体（+0.33%），跑赢上证指数（-0.73%），跑输中小板（+2.81%）

和创业板（+3.52%），在所有行业中表现居中。 

 

图 1：上周汽车指数上涨 0.33%，跑赢大盘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在中信三级子行业中，上周表现最好的分别是专用汽车（+4.88%）、客车（+2.91%）、摩

托车（+2.63%），表现较弱的分别是卡车（-3.01%）和乘用车（-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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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专用汽车、客车和摩托车表现较好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重点公司中，亚太股份（+6.8%）、信质电机（+5.1%）和长城汽车（+4.3%）等上周明显

跑赢行业，上汽集团（-4.3%）、华域汽车（-3.5%）、威孚高科（-2.2%）本周表现相对平

淡。 

 

图 3：亚太股份、信质电机和长城汽车等明显跑赢行业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4.2. 美股和港股汽车上市公司上周股价波动较大个股 
 

表 8：美股和港股汽车上市公司上周股价波动较大个股 

    公司 子行业 周涨跌幅 

美股 

1 博格华纳 动力传送系统 7.8% 

2 菲亚特克莱斯勒 整车 6.6% 

3 MOBILEYE NV 驾驶辅助系统软件 6.3% 

1 鑫达集团 汽车专用改性塑料 -15.1% 

2 瑞安汽车零部件 气制动元件 -9.5% 

3 正兴集团 轮胎 -4.4% 

港股 

1 中国车辆零部件 减震器 23.2% 

2 新晨动力 发动机 18.3% 

3 华晨汽车 整车 7.9% 

1 畅丰车桥 卡车零部件 -10.8% 

2 双桦控股 供暖、通风、制冷设备 -4.4% 

3 协众国际控股 HVAC -3.8% 

数据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WIND 

 

  

-4.0%

-2.0%

0.0%

2.0%

4.0%

6.0%

8.0%

10.0%

最近一周涨跌幅 最近两周涨跌幅

-6.0%

-4.0%

-2.0%

0.0%

2.0%

4.0%

6.0%

8.0%

10.0%

12.0%

最近一周涨跌幅 最近两周涨跌幅



 

7 

报告类型/股票名称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公司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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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