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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公司业务资格说明和免责条款。 

 一周行业观点 

1）上周光伏平价上网政策出台，给予行业的具体支持政策包括：1）不

限规模、不占用补贴指标；2）过网费明确，不缴纳交叉补贴；3）省级

管理，随时批复；4）20 年固定电价，稳定收益预期，5）享受绿证补贴。

光伏行业自 5.31 政策以后，政策出现反转，行业边际向好；叠加海外需

求超预期，2019 年海外需求有望达 80GW，行业需求持续向好。技术进

步是光伏行业未来平价上网和行业进步的根本驱动因素。目前来看包括：

单晶对于多晶的替代、MCCE（黑硅）和 PERC（背面钝化）技术大规

模应用等。重点关注在新技术应用中，发挥技术更替作用的新设备。 

2）上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开工建设，LG 化学表示计划总投资 1.2

万亿韩元(10.7 亿美元)，于 2020 年前在中国扩建两家电池厂。全球电动

化加速推进，外资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加速布局中国。建议

持续关注锂电设备龙头企业。 

 

 

 

 

 

 

 

 

 

 

 

 投资建议：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股价 EPS(元） PE（倍） 
投资评级 

（元） 17A 18E 19E 17A 18E 19E 

601100 恒立液压 20.49  0.43  1.03  1.23  47  20  17  增持 

601766 中国中车 9.04  0.38  0.42  0.51  24  22  18  增持 

300747 锐科激光 132.20  2.17  3.64  5.27  61  36  25  增持 

300450 先导智能 27.12  0.61  1.13  1.73  44  24  16  增持 

603960 克来机电 25.78  0.35  0.64  0.94  74  40  27  增持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预测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行、行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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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伏平价上网政策出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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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周行业观点 

1）上周光伏平价上网政策出台，给予行业的具体支持政策包括：1）

不限规模、不占用补贴指标；2）过网费明确，不缴纳交叉补贴；3）

省级管理，随时批复；4）20 年固定电价，稳定收益预期，5）享受

绿证补贴。光伏行业自 5.31 政策以后，政策出现反转，行业边际向

好；叠加海外需求超预期，2019 年海外需求有望达 80GW，行业需求

持续向好。技术进步是光伏行业未来平价上网和行业进步的根本驱动

因素。目前来看包括：单晶对于多晶的替代、MCCE（黑硅）和 PERC

（背面钝化）技术大规模应用等。重点关注在新技术应用中，发挥技

术更替作用的新设备。 

2）上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开工建设，LG 化学表示计划总投资

1.2 万亿韩元(10.7 亿美元)，于 2020 年前在中国扩建两家电池厂。全

球电动化加速推进，外资新能源汽车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加速布局中

国。建议持续关注锂电设备龙头企业。 

二、上周板块行情回顾 

1、指数表现与板块估值 

上周(0107-0111)上证综指上涨 1.55%，深证成指上涨 2.60%，中

小板指上涨 3.12%，创业板指上涨 1.32%，沪深 300 指数上涨 1.94%，

申万机械行业指数上涨 3.07%。 

图 1 上周行业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板块估值（历史 TTM-整体法）市盈率为 28.65 倍，在经历

行业指数的大跌，板块估值持续去化，处于历史中低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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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板块估值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2、个股表现 

上周板块个股上涨较多。 

图 3 本周板块涨幅前 10 图 4 本周板块跌幅前 10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三、上周重点新闻 

1. LG 化学计划 2020 年前在中国扩建两家电池厂 

1 月 10 日讯，据路透社消息，LG 化学表示，计划总投资 1.2 万亿韩

元(10.7 亿美元)，于 2020 年前在中国扩建两家电池厂，以满足日益增

长的全球需求。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投资计划，LG 化学

将在南京的一家电动汽车电池厂和一家小型电池厂各投资 6000 亿韩

元(约 5.35 亿美元)。 

2. 官方解读：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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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顺利实施，对无补贴平价上网项目，

《通知》提出了以下八项支持政策措施。 

一是避免不合理的收费，要求各地在土地利用及土地相关收费方面予

以支持。二是鼓励通过绿证获得收益，平价上网项目可通过绿证交易

获得合理收益。三是明确电网企业建设接网工程，督促电网企业做好

项目接网方案和消纳条件的论证工作，做好接网等配套电网建设与项

目建设进度衔接，保障项目建成后能够及时并网运行。四是鼓励就近

直接交易，完善支持新能源就近直接交易的输配电价政策，降低中间

输送环节费用，对分布式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交易电量，执行所涉及

电压等级的配电网输配电价，核减未利用的高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对

各类就近直接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减免政策性交叉补贴。五是执

行固定电价收购政策，对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和低价上网项目，

按项目核准时的煤电标杆上网电价或招标确定的低于煤电标杆上网

电价的电价，由省级电网企业与项目单位签订固定电价购售电合同，

合同期限不少于 20 年，在电价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上予以保障。六是

强化全额保障性收购政策，要求电网企业保障优先发电和全额收购项

目电量，如发生限电，将限发电量核定为可转让的优先发电计划，使

项目通过发电权交易（转让）获得补偿收益。七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合理安排信贷资

金规模、创新金融服务、开发适合的金融产品，积极支持新能源发电

实现平价上网；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发电项目及相关发行人通过发行

企业债券进行融资，并参考专项债券品种推进审核。八是在“双控”

考核方面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动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考核支持机制，

在确保完成全国能耗“双控”目标条件下，对各地区超出规划部分可

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其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考核，切实推

动无补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3. 中环股份：拟定增募资不超 50 亿 投建半导体硅片项目 

中环股份 1 月 7 日晚间公告，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 5.57 亿股，募

资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将用于集成电路用 8-12 英寸半导体硅片生产

线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募投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中半

导体材料的占比，公司产品结构将得到优化。 

4. 特斯拉上海工厂正式开工建设 系美国之外的首个超级工厂 

1 月 7 日，上海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正式开工

建设。这也是特斯拉在美国之外的首个超级工厂。上海超级工厂项目

总投资达 500 亿元人民币，一期投资 160 亿元，初期将先建成组装产

线，随后推进特斯拉“国产化”进程。特斯拉超级工厂占地 86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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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集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全部建成运营后年可生产

50 万辆纯电动整车，包括 Model3 等系列车型，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四、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行； 

2）、行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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