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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核心观点 

[Table_Sum [Table_Summary] ➢ 行业展望及配置建议： 

➢ 新能源汽车：1）7 月造车新势力交付量公布，领跑汽车 7 月交付 12044

辆，环比上升 6.97%；哪吒汽车 7 月交付 14037 辆，环比上升 6.69%；

理想汽车 7 月交付 10422 辆，环比下降 19.98%；蔚来汽车 7 月交付

10052 辆，环比下降 22.44%；小鹏汽车 7 月交付 11524 辆，环比下

降 24.66%。五家新势力 7 月份共交付 58079 辆，环比下滑 11.59%。 

2）8 月 3 日，工信部网站发文称，根据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

协会测算，上半年全国锂离子电池产量超过280GWh，同比增长150%，

全行业收入突破 4800 亿元。锂离子电池环节，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达

到 32GWh，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约 110GWh。 

➢ 推荐：杉杉股份、旭升股份、当升科技、长远锂科、中伟股份、宁德时

代、比亚迪、恩捷股份、壹石通、亿纬锂能、星源材质、德方纳米、孚

能科技、天赐材料 

➢ 新能源发电和储能： 

1）新能源发电方面，2022 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5475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的 8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增

长。2022 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1.25 万亿千瓦时。上半

年，全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 3088 万千瓦，其中，光伏电站 1123 万千

瓦、分布式光伏 1965 万千瓦。 

2）储能方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长辛保安表示力争

2025 年、2030 年公司经营区抽水蓄能装机分别达到 5000 万千瓦、1

亿千瓦，支持新型储能规模化应用，预计 2030 年公司经营区新型储能

装机达到 1 亿千瓦。 

3）政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工

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方案提出，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

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

前达峰。此外，方案鼓励企业、园区就近利用清洁能源，支持具备条件

的企业开展“光伏+储能”等自备电厂、自备电源建设。 

➢ 推荐：美畅股份、隆基股份、晶澳科技、通威股份、赛伍技术、东方电

缆 

➢ 行业动态：  

➢ 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在新能源市场强势猛攻，月销连续 4 个月突破了

10 万辆，7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突破 16 万辆，同比增长 183%，环比增

长 21%，新能源车累计销量超 230 万辆，若按照乘联会初步预测的 7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 57 万辆销量来看，比亚迪将独占 28%的新能源

乘用车市场份额，稳坐国内新能源销冠。此外，比亚迪海洋生物系列再

添爆款车型，纯电轿跑海豹正式上市，订单多达 6 万辆。 

➢ 新能源发电和储能：1）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节约能源与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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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监督管理办法》，办法提出：将节约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导向和目标要求纳入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围绕主业有序发

展壮大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将节能降碳与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纳

入预算，保证资金足额投入；中央企业应高效开发利用化石能源，积极

发展非化石能源，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低碳化。2）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了《惠州市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支持

分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要重点支持海上风电及集中式、分

布式新能源合理配置储能系统，建设一批移动式或固定式用户侧储能

项目。 

➢ 风险因素：下游需求不及预期风险；技术路线变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国际贸易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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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周行情回顾 

电力设备及新能源（中信）：本周下跌 3.05%；近一个月下跌 1.66%，2022 年初至今下跌 9.75%； 

沪深 300：本周下跌 0.32%；近一个月下跌 6.04%，2022 年初至今下跌 15.86%； 

创业板指：本周上涨 0.49%；近一个月下跌 4.25%，2022 年初至今下跌 19.23%。 

 

图 1：主要股票指数近一年走势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二、新能源汽车行业 

电池级碳酸锂价格相对稳定。截止 8 月 5 日，国内电池级碳酸锂（99.5%）市场主流报价为 48.3

万元/吨，周度价格较上周价格持平。供应端，厂家开工正常，订单长协为主，散单实盘价高者得，

整体供应依旧紧张。需求端，主流价格高位坚挺，下游需求回暖，市场氛围积极。短期内国内电池

级碳酸锂市场或将持稳运行。 

硫酸镍价格上行。截止 8 月 5 日，电池级硫酸镍价价格为 3.7 万元/吨，周度价格上涨 2.9%。本周

硫酸镍市场需求增量偏低。因美元持续走软叠加镍库存持续下行等因素，国内外镍价暴涨，硫酸镍

供应企业集体上调报价，供需博弈，下游企业刚需采购，对高价硫酸镍拿货积极性不高。我们预计

未来供需博弈后硫酸镍市场价格或将继续调低。 

硫酸钴等三元原材料价格继续下降。截止 8 月 5 日，电池级硫酸钴价价格为 5.5 万元/吨，周度价

格下跌 5.2%；MB 钴 99.8%价格为 24.9 美元/磅，周度价格下跌 3.5%。近期，钴市总体需求预期

下滑，倒逼国际原料市场价格下降，叠加近期海外夏休，海外钴金属市场需求清淡，海外价格持续

下行，钴原料及中间品价格随之下行，我们预计短期钴价或保持弱势运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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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锂电产业链产品价格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百川资讯，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2022 年 6 月新能源车产销两旺，同比环比大幅上升。2022 年 6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售 59.6 万辆，

同比增长 133.2%，环比增长 33.4%。其中乘用车销售 56.9 万辆，同比增长 135.6%，环比增长 

33.2%。 

2022 年 6 月份动力电池装机 27Gwh，同比增长 143.3%，环比上升 45.5%。宁德（占比 49.6%）、

比亚迪（18.53%）、LG 新能源（6.19%）、中创新航（6.01%）、国轩高科（4.94%）为前五装机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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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及变化情况（2022年 6月） 

 
资料来源：wind，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三、光伏行业 

硅料价格上行。硅料价格本周上涨 1.0%。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硅料环节有效供应量增幅缓

慢，八月供应量预估整体规模环比持平，因为个别厂家产线检修或仍未完全复产，月度总产量甚至

可能微幅下跌。供应紧张的局面仍然持续，供需矛盾在短期预计难以得到本质上的缓解。 

硅片价格回调。根据 PV InfoLink 的信息，受限于硅料产量的瓶颈，本月单晶硅片有效供应量仍然

有限，单晶硅片龙头厂家陆续调涨价格，本周价格下行主要原因是针对调涨后价格的调整，各家出

货方面节奏正常。 

 

图 4：光伏产业链产品价格及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PVInfoLink，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四、风电行业 

2022/06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产品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乘用车

当月产 万辆 59.0 137.7% 26.6% 当月产 万辆 56.3 140.7% 27.2%

当月销 万辆 59.6 133.2% 33.4% 当月销 万辆 56.9 135.6% 33.2%

累计产 万辆 266.1 119.0% 累计产 万辆 253.8 121.0%

累计销 万辆 260.0 115.6% 累计销 万辆 248.3 117.9%

        纯电动         纯电动

当月产 万辆 46.6 128.2% 28.0% 当月产 万辆 44.0 130.6% 28.9%

当月销 万辆 47.6 124.9% 37.0% 当月销 万辆 44.9 126.9% 37.2%

累计产 万辆 210.8 106.3% 累计产 万辆 198.9 107.8%

累计销 万辆 206.2 105.2% 累计销 万辆 194.9 107.2%

       插电混合        插电混合

当月产 万辆 12.3 184.0% 21.4% 当月产 万辆 12.3 185.4% 21.1%

当月销 万辆 12.0 173.4% 20.5% 当月销 万辆 12.0 175.0% 20.2%

累计产 万辆 55.1 186.3% 累计产 万辆 54.9 187.1%

累计销 万辆 53.6 167.9% 累计销 万辆 53.4 168.5%

产品 单位 数量 同比 环比
动力电池装机 单车装机电量 （动力电池装机/新能源汽车产量）

当月装机 GWh 27.0 143.3% 45.5% 当月 KWh/辆 45.8

累计装机 GWh 110.1 109.8% 累计 KWh/辆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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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行业钢铁等原材料成本保持下滑趋势。根据国家能源局数据，2022 年 1-6 月风电新增装机量 

12.9GW，同比增长 19.6%；累计装机量 342.2GW，同比增长 17.2%；拆分来看 6 月单月新增装

机 2.1GW，环比增长 71.0%。从最新原材料的价格来看，钢材原材料有所上涨，其中中厚板上涨 

1.1%，铸造生铁上涨 1.3%，废钢上涨 3.6%；化工原材料有所下跌，其中玻纤下跌 12.3%，液体

环氧树脂下跌 0.3%，国产 T300 级别 12K 碳纤维下跌 19.4%，国产 T300 级别 24/25K 碳纤维下跌

6.9%。 

图 5：风电装机及产业链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百川资讯，信达证券研发中心 

 

五、风险因素 

疫情导致产业链需求不及预期风险；技术路线变化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竞争加剧风险；

国际贸易风险等。 



[Table_Itroduction] 研究团队简介 

武浩，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首席分析师，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硕士，曾任东兴证券基金业务部研究员，

2020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电力设备新能源行业研究。 

张鹏，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分析师，中南大学电池专业硕士，曾任财信证券资管投资部投资经理助

理，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新能源车行业研究。 

胡隽颖，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助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工程硕士，武汉大学金融工程学士，曾任

兴业证券机械军工团队研究助理，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风电设备行业研究。 

曾一赟，新能源与电力设备行业研究助理，悉尼大学经济分析硕士，中山大学金融学学士，2022 年加

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新型电力系统和电力设备行业研究。 

孙然，团队成员，山东大学金融硕士，2022 年加入信达证券研发中心，负责新能源车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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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仅为本报告最初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

涉及证券或投资标的的历史表现不应作为日后表现的保证。在不同时期，或因使用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观点和分析方法，

致使信达证券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对此信达证券可不发出特别通知。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也没有考虑到客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

需求。客户应考虑本报告中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若有必要应寻求专家意见。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

及推测仅供参考，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请。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信达证券或其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会为这些公司正在

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业务服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信达证券所有。未经信达证券书面同意，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

的任何部分。若信达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信达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

责任。本报告同时不构成信达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 

如未经信达证券授权，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信达证券将保留随时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评级说明 

 

风险提示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投资者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深入

地了解证券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并谨慎行事。 

本报告中所述证券不一定能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销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

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在任何情

况下，信达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投资者需自行承担风险。 

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股票投资评级 行业投资评级 

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沪深 300 指

数（以下简称基准）； 

时间段：报告发布之日起 6个月内。 

买入：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20％以上； 看好：行业指数超越基准； 

增持：股价相对强于基准 5％～20％；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基本持平； 

持有：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之间； 看淡：行业指数弱于基准。 

卖出：股价相对弱于基准 5％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