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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事件：公司近日发布 1 月产销公告，2018 年 1 月公司销售汽车 15.51 万辆，

同比增长51%，环比增长1%。其中领克01销量达6173辆，环比提升+2.7%。

1 月销量完成公司 2018 年全年销量目标 158 万辆的 10%。 

 1 月销量再创新高，销量保持平稳，超预期。2018 年 1 月公司总销量达

15.51 万辆，同比增长 51%，环比去年 12 月销量增长 1%。增量主要来自：

领克 1 月份销量 6173 辆；吉利四大 2.0 主力车型博越/帝豪 GS/帝豪 GL/

远景 SUV 分别销售 3.0/2.0/1.5/1.0 万辆，同比+51%/+94%/+49%/-2%。根

据我们 1 月底渠道调研，行业整体 1 月份零售增速不乐观，购置税对需求

透支还处于消化期。吉利在 1 月销量增速预计显著跑赢行业。 

 领克终端反馈较好，后续仍有新车上市，未来放量可期。领克 1 月销量

6173 辆，目前产能仍处于爬坡过程中，终端销售反馈良好，订单饱满。

领克 02,03 车型有望今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三款车型共同助力带来新增量，

吉利整体单车售价与单车盈利有望继续上行。 

 吉利 3.0 车型继续投放市场，领克放量带动量价齐升，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轿车产品线布局完善，后续 SUV 车型发力带动盈利提升。目前主力

车型持续发力，2018-2019 公司将有多款吉利 3.0 的产品投放市场，新车

周期仍将持续。未来领克等高盈利车型销量爬坡后带动公司产品价格中枢

上移，产品结构高端化升级。公司近期股价调整较多，估值消化明显。我

们维持公司的盈利预测，预计 2017 年至 19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人民币 1.12

元、1.49 元和 1.88 元，未来三年复合增长 48%，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产品爬坡进度不如预期；购置税减半退出降低行业需求；产品竞

争程度加剧影响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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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事件：公司近日发布 1 月产销公告，2018 年 1 月公司销售汽车 15.51 万辆，

同比增长 51%，环比增长 1%。其中领克 01 销量达 6173 辆，环比提升+2.7%。

1 月销量完成公司 2018 年全年销量目标 158 万辆的 10%。 

 1 月销量再创新高，销量保持平稳，超预期。2018 年 1 月公司总销量达 15.51

万辆，同比增长 51%，环比去年 12 月销量增长 1%。增量主要来自：领克 1

月份销量 6173 辆；吉利四大 2.0 主力车型博越/帝豪 GS/帝豪 GL/远景 SUV 分

别销售 3.0/2.0/1.5/1.0 万辆，同比+51%/+94%/+49%/-2%。根据我们 1 月底渠

道调研，行业整体 1 月份零售增速不乐观，购置税对需求透支还处于消化期。

吉利在 1 月销量增速预计显著跑赢行业。 

 领克终端反馈较好，后续仍有新车上市，未来放量可期。领克 1 月销量 6173

辆，目前产能仍处于爬坡过程中，终端销售反馈良好，订单饱满。领克 02,03

车型有望今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三款车型共同助力带来新增量，吉利整体单

车售价与单车盈利有望继续上行。 

 吉利 3.0 车型继续投放市场，领克放量带动量价齐升，维持“买入”评级。

公司轿车产品线布局完善，后续 SUV 车型发力带动盈利提升。目前主力车型

持续发力，2018-2019 公司将有多款吉利 3.0 的产品投放市场，新车周期仍将

持续。未来领克等高盈利车型销量爬坡后带动公司产品价格中枢上移，产品

结构高端化升级。公司近期股价调整较多，估值消化明显。我们维持公司的

盈利预测，预计 2017 年至 19 年每股收益分别为 1.12 元、1.49 元和 1.88 元，

未来三年复合增长 48%，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产品爬坡进度不如预期；购置税减半退出降低行业需求；产品竞

争程度加剧影响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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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

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类别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

评级和行业评级（另有说明的除外）。评

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公司

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

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其中：A股市场

以上证综指或深圳成指为基准，香港市场

以恒生指数为基准；美国市场以标普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大于15% 

审慎增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5%～15%之间 

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小于-5% 

无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

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评级 

推荐 相对表现优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中性 相对表现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持平 

回避 相对表现弱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信息披露 
本公司在知晓的范围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客户可登录 www.xyzq.com.cn内幕交易防控栏内查询静默期安排和关联公司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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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控股有限公司有投资银行业务关系 

 

使用本研究报告的风险提示及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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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行说明，本报告中所引用的关于业绩的数据代表过往表现。过往的业绩表现亦不应作为日后回报的预示。我们不承诺也不保证，任何所

预示的回报会得以实现。分析中所做的回报预测可能是基于相应的假设。任何假设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地影响所预测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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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及企业业务负责人 刘俊文 021-38565559 liujw@xyzq.com.cn 

私企销售经理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杨雪婷 021-20370777 yangxueting@xyzq.com.cn 唐恰 021-38565470 tangqia@xyzq.com.cn 

管庆 18612596212 guanqing@xyzq.com.cn 黄谦 18511451579 huangq@xyzq.com.cn 

金宁 18810340769 jinning@xyzq.com.cn 陈欣 15999631857 chenxintg@xyzq.com.cn 

彭蜀海 0755-23826013 pengshuhai@xyzq.com.cn 陶醉 0755-23826015 taozui@xyzq.com.cn 

李桂玲 021-20370658 ligl@xyzq.com.cn 袁敏 021-20370677 yuanmin@xyzq.com.cn 

晏宗飞 021-20370630 yanzongfei@xyzq.com.cn 徐瑞 021-38565811 xur@xyzq.com.cn 

何嘉 010-66290195 hejia@xyzq.com.cn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长柳路 36号兴业证券大厦 12层（200135）传真：021-68583167 

证券与金融业务负责人 张枫 021-38565711 zhangfeng@xyzq.com.cn 

证金销售经理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姓名 办公电话 邮箱 

周子吟 021-38565485 zhouziyin@xyzq.com.cn 吴良彬 021-38565799 wulb@xyzq.com.cn 

双星 021-38565665 shuangxing@xyzq.com.cn 黄梅君 021-38565911 huangmj@xyzq.com.cn 

张力 021-68982272 zhangli1@xyzq.com.cn 王方舟 021-68982302 wangfangzhou@xyzq.com.cn 

罗敬云 021-20370633 luojy@xyzq.com.cn 李晓政 021-38565996 lixzh@xyzq.com.cn 

束海平 021-68982266 shuhp@xyzq.com.cn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长柳路 36号兴业证券大厦 12层（200135）传真：021-6858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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