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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重大事项点评

推荐 （ 维 持 ）

特斯拉 2018 年 Q4 业绩快报点评：控制成本，
向规模要效益
事项：
特斯拉发布 18 年 Q4 业绩快报：营业利润 4.14 亿美元，GAAP 净收入为 1.39
亿美元。

评论：


Model 3 顺利爬坡，周产量有望达 7000 辆。 2018 年 Q4，公司交付汽车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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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其中 models 1.35 万辆，model s 1.40 万辆，model 3 交付 6.33 万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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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司已经具备了单周 7000 台的生产能力。此外，公司新车型 Model Y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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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底之前开始生产。Model Y 基于 Model 3 平台，与 Model 3 共享约
75％的组件，成本更低。公司计划在 2019Q4~2020 Q2 把 model 3 的产能提升

行业基本数据

至年化 50 万辆，2019 年实现整体交付 36~40 万辆，同比增 45% to 65%。


严控成本，费用率走低，业绩基本符合预期。公司 Q4 的营业利润为 4.14 亿元，
环比持平。2018Q4 的研发费用为 3.56 亿美元，基本保持稳定。18Q4 的 S&A
为 6.67 亿元，占收入比为 9.2%，环比下降 1.5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1.5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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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目标达到 25%。2018Q4，公司营业利润为 4.14 亿美元，与 Q3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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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指数表现

分点。2018Q4 归母净利润为 1.4 亿元，环比减少了 1.7 亿元，主要是因少数股
东损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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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毛利率为 24.3%。我们测算单车的边际贡献约为 32%。按照公司口径，



model3 的毛利率维持在 20%以上，
目标 19 年可以达到 25%。18Q4 model x/s 的

5%

毛利率同比提升 3 个百分点。环比较 Q3 下滑 1.5 个百分点。其中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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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关税，ZEV 收入减少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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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现金流增加 9.1 以美元，完成自我造血。（1）2018Q4 产生的经营活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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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为 12.3 亿元，资本开支 3.25 亿，自由现金流增加 9.1 亿美元。公司在偿
还可转债 2.3 亿后，账面现金仍增加 7.18 亿元。公司 2019 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为 25 亿元，比 18 年略增加 2 亿，主要用于上海工厂和 model Y 及卡车的研发。
（2）截止 2018Q4，公司的客户定金减少 1.13 亿美元，降至 7.93 亿美元，按
照平均定金 1200 美元/辆来估算，目前特斯拉的客户订单还有 60~70 万辆。


中国工厂预计 19 年底建成，一期产能计划达到 3000 辆/周。上海工厂预计到
2019 年底建成冲压、涂装、焊接和总装车间，并投入生产。计划一期产能为
3000 辆/周，目标可达到 10000 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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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报告
《ES8 试驾体验：品牌有张力，产品仍需打磨》
2018-12-20
《汽车新能源评价（2）——紧凑型 SU V：产品
分化，高、低端市场各有所需》
2018-12-26
《汽车行业月报 201901：主机厂主动减产，库存
拐点已现》
2019-01-20

投 资建议
公司在 Model 3 成功爬坡量产后，把重心开始转向降本提效。并且公司还推出
入门级车型 Model Y，丰富入门级车型产品线，进一步扩大电动车市场规模。
而特斯拉国产化在即，建议关注旭升股份、三花智控等相关产业链标的 。



风 险提示
市场销量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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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行业公司投资评级体系(基准指数沪深 300)
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强推：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20%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超越基准指数 10%－20%；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变动幅度在-10%－10%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基准指数跌幅在 10%－20%之间。
行业投资评级说明：
推荐：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涨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变动幅度相对基准指数-5%－5%；
回避：预期未来 3-6 个月内该行业指数跌幅超过基准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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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许可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华创证券研究”，
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请您务必对盈亏风险有清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华创证券研究所
北京总部

广深分部

上海分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 号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 号

地址：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200 号

恒奥中心 C 座 3A

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19 楼

中银大厦 3402 室

邮编：100033

邮编：518034

邮编：200120

传真：010-66500801

传真：0755-82027731

传真：021-50581170

会议室：010-66500900

会议室：0755-82828562

会议室：021-20572500

证监会审核华创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批文号：证监许可（2009）1210 号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