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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 (175 HK; 14.42 港元; 目标价: 16.5 港元)  
业绩符合预期  19 年新能源有望热销    
 
净利润同比增长 18%，毛利率维持稳定 
2018 年公司实现营收 1066 亿元，同比增长 14.9%；实现归母净利润 125.5 亿元，同比+18.1%，其中 H2净利

润同比-6.5%。公司全年累计销售乘用车 150.1 万辆，同比增长 20.3%。公司 2018 年实现单车收入 7.72 万元 
(不含领克)，其中 H1/H2 分别为 7.46 万元和 8.01 万元，2018 年实现单车毛利 1.56 万元 (不含领克)，实现单

车净利 0.84 万元。公司 2018 年毛利率为 20.2%，上下半年均保持平稳，全年经营活动现金流 139.3 亿元，同

比+16.1%。 
 
合资公司领克投资贡献正收益 
2018 年公司合营公司领克 (占股 50%) 净利润为 6.68 亿元，全年领克品牌累计销售 12.0 万辆，平均单车净利

为 0.55万元。考虑到领克 03仍处在新车爬坡期，以及今年公司有望推出领克 02/03的 PHEV版本和领克 04，
预计全年领克销量仍将保持稳步增长，拉动品牌形象继续提升。 
 
1-2 月新能源销量超预期，2019 年将是新能源产品大年 
公司今年 1-2 月共销售新能源汽车 1.26 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 10 倍以上。公司计划在 2019-2020 年陆续投放

多款新能源与节能车型 (PHEV+BEV+48V+混动)，预计 2020年电气化车型普及率将达 90%。我们认为，2019
年将是吉利新能源的产品大年，建议重点关注 4 月 11 日即将上市的几何 A (售价 15-17 万元，续航里程

500km)。 
 
风险因素 
销量不达预期；新车型投放进程不达预期；行业终端竞争激烈。 
 
建议关注 
考虑今年销量整体承压，我们调低 2019/20 年 EPS 预测至 1.40/1.61 元 (前值为 1.75/2.06 元)。当前公司股价

14.42 港元，分别对应 19/20 年 8.8/7.6 倍 PE，估值具有吸引力。公司战略格局清晰，车型储备殷实，新能源

爆款放量在即，成长确定性强。公司合理估值为 2019 年 10 倍 PE，对应目标价 16.5 港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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