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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只债券，募集资金 10.00亿元，发债主体

级别为 AA。 

行业 

 随着自动驾驶指导意见的印发，我国首次明确了自动

驾驶的定义，推动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 

点评：随着指导意见的印发，我国首次从三个方面明确了自

动驾驶的定义，是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的里程碑事

件，对未来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具有指导意

义。 

 11 月份乘用车产销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同比继续大幅增长，四部门对新能源汽车车辆免

征购置税政策进行展期 

点评：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需求持续增

加；同时为了促进交通能源战略转型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力度继续增加。 

企业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力帆股份转让子公司股权事项

进行问询 

点评：力帆股份拟对其融资租赁子公司进行股权转让，交易

所对该事项出具的问询内容包括子公司业绩达标情况、股权

转让事项对力帆股份年度利润影响情况等。 

 比亚迪和小康股份均对其下属锂电池投资项目进

度进行了披露 

点评：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政策面的利

好，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锂电池行业发展迅速，该领域的

投资规模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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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10.00 亿元，发债主体为浙江亚

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主体级别为 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汽车行业新发 1支债券，发行总额 10.0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为可转债。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汽车业  10.00     1 可转债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行的可转债，发债主体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级别为 AA，发行总额

10.00 亿元，债券期限为 6 年，发行票面利率 0.30%，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无汽车行业主体信用等级发生变动。 

二、本期行业要闻 

为了推动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北京市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相关

工作指导意见；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 11月份汽车产销数

据，新能源乘用车同比继续大幅增长；四部门对新能源汽车车辆免

征购置税政策进行展期以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要闻 1：北京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印发 15 日联

合制定有关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道路测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自动驾驶的定义 

2017年 12月 18日，北京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印发《北

京市关于加快推进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和《北京市自

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意见》首次明确自动驾驶定义：从自动

驾驶车辆、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系统三个方面首次明确了自动驾驶的定义。即在符

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上安装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系统。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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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对于后续车辆的申报、自动驾驶的认定、政策的出台都有指导意义。（来源：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 

点评：自动驾驶测试标准的细化，有利于自动驾驶车辆在指定区域按政策标准进行行车测试，避

免了技术不成熟导致的非测试道路的交通事故，使得自动驾驶测试期间的交通事故赔偿明确了责

任主体。 

要闻 2：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 11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乘

用车同比继续大幅增长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 11 月份乘用车产销数据

11月份我国乘用车零售销量 247.3 万辆，环比增长 9.9%，同比增长 3.9%，1～11月，

销量累计同比增长 2.3%。11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 8.1万辆，环比增长 24.4%，同比

增长 87%。（来源：乘联会） 

点评：17 年 11 月乘用车市场仍然取得了较好的销量成绩，其主要得益于 2.5%的购置税优惠，2017

年随着推广目录逐批发布和“双积分”等重要政策落实，新能源汽车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要闻 3：为促进我国交通能源战略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四部门对新能源汽车车辆免征购置税政策进行展期 

2017年 12月 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业和信息化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指出，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通过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2017年 12月 31日之前已列入《目录》的新能

源汽车，对其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继续有效。（来源：工信部） 

点评：（1）本次购置税优惠政策延续表明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减。（2）对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列入《目录》的新能源汽车的产品技术指标提出了更高要求。（3）本次《关于免

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发布，后续静待新能源汽车 2018 年补贴政策调整方案落地。

（4）前三季度，各家动力电池厂商库存压力较大，为降低库存，四季度国内主流动力电池企业

安排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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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企业动态 

力帆股份拟出售全资子公司力帆融资租赁 51%股权，转让价格

4.65 亿元，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该笔交易出问询函；项目投资方面，

比亚迪和小康股份分别发布公告披露其下属拟建锂电池项目的进

展；并购方面，华泰汽车披露了其并购曙光股份的拟定完成时间并

对前期未按期完成股权交割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一）监管问询 

力帆股份（中性）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股份”）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发布《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称拟将所持全资子公司力帆融资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力帆融资租赁”）51%股权按照人民币 4.65亿元转让给重庆汇洋控股

有限公司，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12 月 15 日对其出具问询函，

要求力帆股份对该笔交易进行补充披露，问题包括力帆融资租赁业绩达标情况、股权

转让对力帆股份 2017 年度净利润影响情况等。2017 年 12 月 22 日，力帆股份对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出问题均做出回复。 

（二）项目投资 

1.比亚迪（正面）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拟与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青海盐湖”）和深圳市卓域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域成投资”）合作

成立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已于 2017

年 1月 3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 5亿元已于 2017 年 3月 15 日以现金方式出资

到位，其中比亚迪、青海盐湖及卓域成投资分别出资 2.45 亿元、2.475 亿元和 0.075

亿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49%、49.5%和 1.5%。2017 年 12 月 26 日，比亚迪发布《关于

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称合资公司拟建计划年产 3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近日

已经取得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通知书，项目总投资 48.49亿元。 

2.小康股份（正面） 



                                           监测月报 | 页 5 / 5 

 

2017年 12月 12日，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康股份”）

发布公告称拟投资 20.26 亿元进行重庆金康动力新能源有限公司高性能汽车动力电池

项目的投资，该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小康股份新能源产业链并为其开拓新业务，同时利

用技术与产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小康股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该项目新建面积 236,856 ㎡，建设内容包括生产线工艺设备、土建、给水排水、

通风空调、气体动力、电气、通信工程等。公告称项目达产后，小康股份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 52亿元,年平均税后利润 70,270 万元，项目投资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 30.32%。

但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收购兼并 

华泰汽车（正面） 

2017 年 2 月 28 日和 2017 年 5 月 19 日，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汽车”）与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曙光集团”）分别签署了《辽宁

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5.28%）转让协议》和《辽宁

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投票权委托协议》，该交易完成后，

华泰汽车集团将直接持有曙光股份 19.77%的股权、以投票权委托的方式拥有曙光股份

1.5%的表决权，合计拥有曙光股份表决权为 21.27%，成为曙光股份的控股股东。12

月 21 日，曙光股份发布公告称由于曙光汽车下属黄海客车和黄海特种车两大事业部业

务庞杂、技术复杂，业务和经营情况梳理难度大，未按期完成股份转让过户，经过曙

光集团与华泰汽车的商定，将股份过户登记时间推迟至 2018年 1月 31 日。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汽车行业小组，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