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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动态 

财政部双文齐发，新能源车辆-设施-

运营均添节能减排资金臂助 

 

行业动态信息 

财政部连续发布《关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 

    4 月下旬，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先后发布《关于下达 2019 年节

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财建[2019]185 号）和《关

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财建

[2019]187 号）。《通知》涵盖了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运营补助、

高效电机推广补贴、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奖补清算、新能源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奖补、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清算、预拨）等，其中

新能源汽车相关各类补助总金额达 427 亿元。 

《关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面

向运营补助清算 

《关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一批)的通知》

（财建[2019]185 号）公布了各省(区、市)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用

于 2015-2017 年度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清算。其中，2015

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资金 822 万元，2016 年度新能源公交

车运营补助资金 3149 万元，2017 年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资

金 872987 万元，合计 876958 万元。上述资金收入列入 2019 年

“1100250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

入“211 节能环保支出”科目，项目名称为“节能减排补助资金”，

项目代码为“Z155110010003”。 

《关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面

向其他方面奖补、补助清算和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预拨 

    《关于下达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

（财建[2019]187 号）公布了各省(区、市)节能减排补助资金，用

于高效电机推广补贴、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奖补清算、2016 年度新

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补、2015-2017 年度新能源汽车购

置补贴清算、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预拨。其中，2019 年度节能减

排补助资金(第二批)汇总表显示，高效电机推广补贴共 107290 万

元，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补贴奖补资金清算共 6924 万元，2016 年

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补资金共 191580 万元，2017 及以前年度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补充清算共 514734 万元，2016 及以前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清算共 1244281 万元，新能源汽车

预拨资金共 1440992 万元，以上各项合计 3505801 万元。上述资

金收入列入 2019 年“1100250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科目，支出列入“211 节能环保支出”科目，项目名称为“节

能减排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Z1551100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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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信息评述 

有关奖补总额中，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达 283 亿元，占据主导地位；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达 87.7 亿元；

充电桩补贴达 19.2 亿元；2019 年新能源车推广补贴预拨 144 亿元；按照省区市划分，深圳、北京、山西、江苏、

山东所获补贴金额均超过 30 亿元，位居全国前五；深圳所获金额超过 60 亿元，体现了其在新能源汽车购置、

新能源公交运营方面的先发优势。 

图表1： 2019 年节能减排补助资金安排（新能源汽车部分） 

奖补拨分项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补助汇总 

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奖补资金 

新能源汽车 

补贴 

新能源汽车 

预拨资金 

总计 

金额（亿元） 87.7  19.2  282.8  144.1  426.9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运营补贴方面，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依照车辆动力类型和车长一次性计算，其中长度超过 10 米的纯电动

公交车一次性补助人民币 8 万元。如以单车百公里电耗 130kWh，电价 2 元/kWh 简单估算，一次性补助金额约

相当于 3 万 km 的续航里程；如电价实际上更低，则对应的续航里程可能更长。 

图表2： 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标准-车长 L（米） 

6≤L<8 8≤L<10 L≥10 

纯电动公交车 4 6 8 

插电式混合动车（含增程式）公交车 2 3 4 

燃料电池公交车 6 

超级电容公交车 2 

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 2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图表3： 基础设施方面，国家标准折算为每车对应的补贴上限为 0.3 万元。 

大气污染治理重点省区 中部省和福建省 其他省（区、市） 

奖补门槛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 

部分奖补标准 
奖补门槛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 

部分奖补标准 
奖补门槛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 

部分奖补标准 

30000 9000 万元 

每增加 2500 辆，增

加奖补资金 750 万

元。奖补资金最高封

顶 1.2 亿元 

18000 5400 万元 

每增加 1500 辆，增

加奖补资金 450 万

元。奖补资金最高封

顶 1.2 亿元 

10000 3000 万元 

每增加 800 辆，增

加奖补资金 240 万

元。奖补资金最高

封顶 1.2 亿元 

单车对应桩补 3000 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考虑到我国现在较高的车桩比，如以单桩配套服务 5 辆车估计，每桩实际获得补贴 1.5 万元。参考电商平

台 30kW 直流充电桩价位在约 2 万元，国家补贴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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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价位在约 2 万元的 30kW 直流快充桩 

 

资料来源:京东商城，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整车补贴预拨方面，专家组核定的车辆数达 110 万辆，补助金额总额超过 530 亿元，预拨金额超过 144 亿

元，单车对应预拨金额在 1.3 万元左右。比亚迪、北汽新能源、奇瑞、宇通、上汽、江淮等车企所获金额较多，

均在 5 亿元以上。 

图表5： 预拨补贴金额及获得预拨补贴的主要企业 

新能源生产企业 省份 
专家组核定的 

车辆数（辆） 

专家组核定的 

补贴资金总额（万元） 
预拨金额（万元） 

总计 1104451  5316296  1440992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省 122454 431823 117046 

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124889 417061 11304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82597 330238 89511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 71197 327240 88698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16548 266599 7226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81569 253244 68642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51152 240973 65317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45683 193849 52543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我国的关键性优势产业。随着年度产销量突破 100 万辆，市场保有量接近 300 万辆，补

贴退坡进入最后阶段。但是国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将持续大力扶持，此次财政部连续发布《关于下达 2019 年

节能减排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就是明证。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运营、基础设施建设及动力电池回收等大概

率是下一步的扶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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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价和建议 

建议投资者关注新能源汽车龙头上汽集团、比亚迪、广汽集团等；建议投资者关注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优

质公司。 

风险分析 

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销量结构向下调整；新能源汽车单车盈利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安

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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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介绍 
余海坤：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8 年汽车产业经验，2 年汽车行业研究经验，汽车

流通与后服务专家。曾在某汽车品牌担任销售总监负责北方市场销售管理工作，在某

汽车电商负责全国线下渠道开发与品牌推广活动工作，并有汽车后市场 2 年创业经历，

投资与研究领域涉及车联网 CRM、汽车金融、新能源电池材料、充电桩与 O2O 汽车服

务等。2017 年加入中信建投证券。 

报告贡献人 
张亦弛：清华大学工学学士、博士，2 年能源材料领域实业工作经验，2 年清华大学

下属研究院研究经验，储能技术与产业政策专家。承担了多项国家部委、地方政府、

央企咨询项目，并为多个汽车、能源、材料领域投资项目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在学及

就业期间发表多篇 SCI 及中文核心论文，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获得授权。2018 年加入

中信建投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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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罡 021-68821600-11  wanggangbj@csc.com.cn 

上海销售组 

李祉瑶 010-85130464  lizhiyao@csc.com.cn 

黄方禅 021-68821615  huangfangchan@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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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绮绮 021-68821867  liqiqi@csc.com.cn 

薛姣 021-68821600  xuejiao@csc.com.cn 

许敏 021-68821600-828  xuminzgs@csc.com.cn 

深广销售组 

张苗苗 020-38381071  zhangmiaomiao@csc.com.cn 

XU SHUFENG 0755-23953843  

xushufeng@csc.com.cn 

程一天 0755-82521369  chengyitian@csc.com.cn 

曹莹 0755-82521369  caoyingzgs@csc.com.cn 

廖成涛 0755-22663051  liaochengtao@csc.com.cn 

陈培楷 020-38381989  chenpeikai@cs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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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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