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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同比增长明显，全新车型继续投放    
 
事件：5 月 10 日，公司发布 4 月汽车销量快报，汽车销售 3.78 万辆，同比+8.5%。分类型来看，新能源汽车

2.40 万辆，同比+72.5%，燃油车 1.38 万辆，同比-41.0%。对此，我们点评如下： 
 
新能源汽车月销 2.4 万辆，同比增长 73%，环比下降 22% 
4 月公司销售汽车 3.78 万辆，同比+8.5%。新能源汽车销售 4 月销量 2.40 万辆，环比-22.2%，同比+72.5%，

电动销量环比下滑，略低于预期。分类型看，新能源乘用车 2.27 万辆，同比+73.5%，其中纯电 1.61 万辆，插

混 0.66 万辆。纯电销量走高，系 e5 与元 EV 销售约 4600/6400 辆高增长带动，叠加新车型 e1、唐 EV 约

1200/1600 辆新车型销售增量；插混销量略低于预期，同比-11%，环比-16%。4 月新能源商用车销售 1276
辆，含新能源客车 207辆。燃油车行业景气度依然较低，4月仅销售 1.38万辆，同比-41.0%。2019年 1-4月，

公司累计销售汽车 15.54 万辆，同比+4.2%，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9.72 万辆，同比+123%；2019 年新能源车

累计销售占比已高达 63%，较 2018 年的 48%提高了 15pct，电动化趋势延续。 
 
电动车型持续投放，有望维持高份额 
公司 2018 年下半年开启全新电动车型周期，2018 年电动乘用车销售 22.7 万辆，实现翻倍增长，2018 年份额

超过 20%。2019 年公司将升级或衍生车型包括：元 EV 535、宋 MAX 燃油、秦 pro DM 50km、宋 DM 50km
等，推出全新车型有：唐 EV 600、宋 pro 燃油/DM/EV、宋 MAX EV、A00 级车 e1、A0 级车型 e2,等，车型周

期继续上行，有望推动公司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高景气延续，维持高份额。 
 
供应链开放加速，战略开放未来可期 
公司近年来从垂直整合的经营模式转向全面战略开放，加快步伐朝开放、市场化的方向迈进。座椅业务已经完

成剥离，动力电池业务方面，公司与长安汽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电池合资合作框架协议，公司积极开放供销

体系，加速推动动力电池外供，预计将凭借技术、体系优势，有望突破全球一梯队 OEM 配套。公司近期与华

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强强联合共同推动汽车创新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公司全面的开放战略有望推动公司重新

进入高速成长的轨道。 
 
风险因素 
公司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政策波动；云轨推进不及预期。 
 
建议关注 
我们维持 2019/20/21 年 EPS 预测 1.16/1.53/1.85 元，当前 A 股价格 52.26 元，对应 2019/20/21 年 45/34/28
倍 PE；H 股价格 49.30 港元，对应 2019/20/21 年 37/28/23 倍 PE。公司全新电动车型加速投放，迎来全新车

型周期，推动销量持续靓丽。虽然短期盈利受行业补贴退坡影响，但中长期看，公司具备“爆款新能源汽车”

能力，有望凭借技术储备和产品力提升市占率，享受新能源汽车增长红利，继续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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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