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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深圳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实施汽车限购政策。调控有效期暂定 5 年。每年

暂定指标额度为 10 万个，按月分配。其中，2 万个指标仅针对电动小汽车，采取摇号方式；

8 万个普通小汽车指标，50%采取摇号方式，50%采取竞价方式。 

评论：

 深圳意外限购，对于全国乘用车销量影响约 0.5%。深圳公布自 2014 年 12 月 29 日 18

时起实施限购，超市场预期。深圳新车销售的年规模在 40-45 万辆，目前的汽车保有量

约 300 万辆。按照限购后每年 10 万辆新车牌照，20 万辆更新需求测算，预计对于新

车销量影响约 10 万辆，对 2015 年全国乘用车销量增速影响约 0.5%。此外，我们统计

了北京、广州、天津、杭州公布限购后行业涨跌幅，限购对于投资者情绪影响逐渐弱化。 

 我们判断其他城市跟进限购的概率不大，纵使极端情况出现，预计对销量实际影响约

2%。根据《解放日报》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立法法修正

案草案。其中，草案中的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

其义务的规范引发各界关注。这意味着，一些限行、限购、限贷等地方限制性行政手段，

今后将不能再“任性”；而且一旦有些地方规章实施满两年，接下来要么依法成为地方

性法规，要么就得及时废止。深圳是继上海、北京、贵阳、广州、天津、杭州之后第七

个限牌的城市，同时也是 2013 年媒体报道可能限购的 8 个城市（天津、杭州、深圳、

成都、石家庄、重庆、青岛、武汉）之一。我们判断，后续其他城市跟进限购的概率不

大。纵使极端情况出现，剩余的 5 个城市全部限购，对于新车销量的影响约 40 万辆，

对于全国乘用车销量增速影响约 2%。 

 汽车行业当前低估值已经包含了增速放缓的预期，继续推荐行业蓝筹。国内汽车市场

已经进入年复合增长 6-8%的平稳增长期，行业蓝筹当前估值对应 2015 年 8 倍 PE 左

右，处于市场低位，已经体现销量增速放缓的预期。相比海外主要汽车集团，A 股行业

蓝筹具有估值低、分红高的优势。结合 A 股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及明年 A 股有望纳入

MSCI 指数等预期，继续推荐低估值行业蓝筹。 

 发展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是解决道路拥堵、环保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认为，限购

只是解决城市拥堵、环保问题的暂缓之策，根本的解决方式还是需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新能源汽车，尤其是大力推广新能源公交系统。本次深圳限购将分配 2 万个指标专门针

对电动小汽车，将有助于新能源汽车的进一步推广。 

 风险因素：宏观经济低迷导致行业销量不达预期；新的城市限购影响投资者情绪；竞争

加剧导致终端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等；排放升级执行力度不达预期；新能源汽车推广

政策、销量不达预期；新能源电池技术路线存在不确定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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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深圳限购实际影响有限，行业低估值亦已体现增速放缓预期，维持行业

“强于大市”评级，继续推荐低估值行业蓝筹，短期关注一带一路投资主题，长期关注国企

改革、汽车电子、节能减排等投资主线。1）低估值行业蓝筹，如：长城汽车、长安汽车、

宇通客车、华域汽车、上汽集团、福耀玻璃、威孚高科等；2）受益于国企改革，有望迎来

业绩、估值双升的公司，如：国机汽车、一汽轿车、江铃汽车、中国汽研等；3）受益于汽

车智能化浪潮的汽车电子公司，如：京威股份、东风科技、均胜电子、宁波华翔等。 

表 1：限购公布后汽车行业涨跌幅统计 

 
限购公布日 限购后第一个交易日涨跌幅 限购后第一周涨跌幅 限购后第一个月涨跌幅 

北京 2010 年 12 月 23 日 -1.8% -6.8% -10.8% 

广州 2012 年 7 月 1 日 -2.2% -2.3% -8.5% 

天津 2013 年 12 月 16 日 -2.5% -7.2% -10.3% 

杭州 2014 年 3 月 25 日 0.6% -1.2% -1.5% 

资料来源：wind，中信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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