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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商用车碳排放高，氢燃料电池将是有效解决方案。商用车保有量仅占我

国汽车保有量的 12%左右，却制造了道路交通碳排放的 56%。在碳中

和的远期目标下，商用车需要在能源形式上进行变革。由于商用车的重

量、使用场景、里程要求与乘用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纯电动、混动等

都不太适合，而氢燃料电池由于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寿命

长等优点，适用于商用车，将大幅降低碳排放。 

 国内燃料电池处于示范阶段，2050 年目标超过 500 万辆 /年。2020 年

《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指出示范期暂定为四年，示

范期间，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目标完

成情况给予奖励。从长期看，2050 年氢能在中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

至少达到 10%，氢气需求量接近 6000 万吨，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用氢

2458 万吨，约占该领域用能比例 19%，燃料电池车产量达到 520 万辆

/年。 

 快速降低成本将加快燃料电池在商用车的应用。目前燃料电池系统端成

本和使用端氢气的成本均较高，导致全生命周期成本高，其中，运营成

本中氢燃料的费用占比超过 50%。随着制氢、储氢、运输氢气和加氢

站建设成本的下降，未来燃料电池车辆在使用端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据德勤计算，中国 2029 年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总成本将低于纯电动和燃

油公交车。 

 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入局，量产车型逐渐增加。宇通客车是国内首家通

过燃料电池商用车资质认证的企业，其公交车已在多个城市运营；长城

汽车已具 4-5 年的开发经验，首款燃料电池 SUV预计在 2021 年量产；

上汽集团具有近 20 年积累经验，已有申沃客车、荣威和大通等品牌的

量产车型；零部件方面，潍柴动力、亿华通、重塑股份通过收购或自主

研发的方式在核心技术方面有所布局。 

 投资建议。氢燃料电池车辆由于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寿命

长等优点，在商用车具有旷阔的使用前景，将助力碳中和早日达标。国

内整车厂和零部件具有较为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同时也具有丰富的运

营经验。推荐潍柴动力、宇通客车、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建议关注亿

华通、重塑股份。 

 风险提示。1）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突破不及预期；2）燃料电池成本下降

不及预期；3）氢气成本下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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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汽中心测算，2019 年我国交通行业碳排放在 12 亿吨左右，其中商用车保有量仅占我国汽车保

有量的 12%左右，却制造了道路交通碳排放的 56%。 

汽车产业作为排放贡献较高的产业，需要先行一步。在我国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

汽车全面发展的“三纵”战略中，氢燃料电池汽车相对于其他两种技术路线具有零排放、效率高、

运行平稳、耐低温、续航稳定等诸多优点。由于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深入延伸至碳排放贡献度较高的

能源和电力行业，可有效促进我国电力行业清洁化转型，更大程度助力碳中和目标。 

在使用环节，乘用车可通过电动化改造+采用清洁能源发电实现碳减排，由于商用车尤其是货车作为

生产资料，使用环境及用途特性导致其更会向氢燃料电池方向发展。 

 

一、 氢燃料电池是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明确 

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预计，到 2050 年，氢能将承担全球 18%的能源终端需求，创造超过 2.5 万亿

美元的市场价值，燃料电池汽车将占据全球车辆的 20%-25%，届时将成为与汽油、柴油并列的终端

能源体系消费主体。 

根据中国氢能联盟预计，2050 年氢能在中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至少达到 10%，氢气需求量接近

6000 万吨，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用氢 2458万吨，约占该领域用能比例 19%，燃料电池车产量达到 520

万辆/年。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指出，交通领域将是氢能消费的重要突破口，在商用车领域，

2030 年燃料电池商用车销量将达到 36万辆，占商用车总销量的 7%（乐观情景将达到 72万辆，占

商用车总销量 13%）；2050 年销量有望达到 160 万辆，占比 37%（乐观情景下销量 300 万辆，占

比 70%以上）。 

图表1 中国氢能及燃料电池产业总体目标 

产业目标 现状（2019） 
近期目标

（2020-2025） 

中期目标 

（2026-2035） 

远期目标 

（2036-2050） 

氢能源比例

（%） 
2.7% 4%  5.9% 10% 

产业产值（亿

元） 
3000 10000 50000 120000 

加氢站（座） 23 200 1500 10000 

燃料电池车（万

辆） 
0.2  5 130 500 

固定式电源/电

站（座） 
200 1000 5000 20000 

燃料电池系统

（万套） 
1 6 150 550 

 

资料来源: 中国氢能联盟，平安证券研究所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指出，燃料电池汽车以客车和城市物流车为切入领域，重点在

可再生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丰富的区域推广大型客车、物流车，逐步推广至载重量大、长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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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卡、牵引车、港口拖车及乘用车，2030年至 2035年总体达到 100万辆左右的规模。国内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需完全掌握燃料电池核心关键技术，建立完备的燃料电池材料、部件、系统的制备与

生产产业链。 

图表2 燃料电池汽车总体路线图 

 

 

资料来源: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平安证券研究所 

氢燃料电池汽车与纯动车汽车和燃油车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

寿命长等。 

图表3 燃料电池汽车与传统燃油车、纯电动汽车对比 

 燃料电池汽车 传统汽车 纯电动汽车 

能量效率 60% 20-30% 40%，静置电能下降 

能量加注 
3 分钟加注，一次加注

续航与储氢能力有关 

3 分钟加注，一次加注续航

与油箱容量有关 

快充 0.5-1 小时，慢充 6-8 小时。

使用有效时间/天与电池的容量

有关，存在里程焦虑 

获取方式 

用电低谷电解氢，存储

使用；综合应用风力发

电、水利发电能源 

60%原油依赖进口，严重影

响国家能源安全 

依靠电网充电，不可避免的高峰

期充电会导致电网负荷加大、能

源浪费 

安全性 

当前国际标准与国标

严格要求，安全性远高

于传统汽车与大容量

纯电动汽车 

存在暴燃与爆炸的风险 

废旧回收有完善体系 

存在暴燃与爆炸的风险 

电解液与本体有剧毒 

废旧再利用与处理处于探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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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回收无安全隐患 

排放性 
电能－氢能－电能合

理利用，有效降低排放 

国 IV, 国 V排放与提炼的排

放 

电能－化学能－电能，受充电方

式与速度制约 

寿命 
理论上电解质薄膜无

损耗 
10 年 电池寿命 3-5 年 

资料来源： 同济大学，平安汽车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指出，要有序推进氢燃料电池供给体系建设，包括提

高氢燃料制储运经济性和推进加氢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要建设智能基础设施服务平台，统筹加氢

技术和接口、车用储氢装置。 

示范应用推动行业快速发展。2020年 9月五部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的通知》，

指出示范期暂定为四年，示范期间，五部门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围示范的城市群按照其

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奖励。随着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的逐步实施、我国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的逐步突

破积累、相关配套产业的逐步完善，氢燃料电池及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图表4 国内燃料电池汽车主要政策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2001 年 
“863 电动汽车重卡科技

专项” 

发展三纵三横发展体系，包含燃料电池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系

统的开发 

2014 年 
《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奖励的通知》 
符合标准的加氢站奖励 400 万元 

2016 年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 
到 2020 年实现燃料电池汽车批量生产和规划化示范应用 

2019 年 
《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

产业白皮书》 

2050 年氢能源占比约 10%，氢能需求量接近 6000 万吨，加

氢站达到 1000 座以上 

2020 年 9

月 

《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 

将购置补贴调整为选择示范城市或区域，重点围绕关键零部件

的技术攻关和产业化应用开展示范。示范为期 4 年，采取“以

奖代补”方式对示范城市给予奖励。 

2020 年

10 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

路线图（2.0 版）》 

提出 2030-2035 年实现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的应用，

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 100 万辆左右 

资料来源： 同济大学，平安汽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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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降成本是核心举措 

燃料电池最早可追溯到 1839 年，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推动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的应用，2014

年丰田推出了全球第一辆商业化燃料电池车。此后，中国、美国、日本及欧洲的部分国家开始推动

氢燃料电池的发展。 

图表5 主要国家氢燃料相关政策 

 美国 中国 欧洲 日本 

国家战

略 

1990 年，美国政府颁

布了《氢能研究、发

展及示范法案》，制定

了氢能研发 5 年计划； 

通过在氢能方面的长

时间持续投入，美国

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

的促进氢能发展的法

律、政策和科研方案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

国的氢能发展相对较

晚，但中国目前正在

大力发展氢能； 

2016 年，氢能被列为

《能源技术革命创新

行动计划》中的 15

个关键领域之一； 

2019 年两会期间，氢

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 

2003 年，欧盟 25 个

国家启动了欧洲研究

区项目，其中包括建

立欧洲氢燃料电池技

术研发平台； 

2019 年，燃料电池和

氢能联合发布了《欧

洲氢能路线图》，提出

了 2030 年及 2050

年氢能发展的路线图 

氢能被列为日本的

“国家能源”，日本

政府致力于使日本

成为氢能社会； 

2014 年，日本通过

了第四个战略能源

计划，并公布了氢气

及燃料电池战略路

线图，为氢气的生

产、储存、运输和应

用指出了发展路径 

乘用车

支持政

策 

2014 年，美国政府在

《作为经济可持续增

长路径的全面能源战

略》明确了氢能在交

通运输转型中的主导

作用； 

加利福尼亚燃料电池

联盟提出要在 2030

年达到 100 万辆氢燃

料电池车 

面向燃料电池车购买

者的补贴将至少持续

到 2025 年； 

与纯电动车类似，政

府将首先推动燃料电

池车在商用车领域的

应用，因为商用车更

易监管及实现大规模

应用 ； 

欧洲氢路线图指出， 

预计到2030年，燃料 

电池乘用车保有量达 

370 万辆 

在以丰田为首的整

车厂商研发投入

下 ，日本的氢燃料

电池车以乘用车为

主； 

根据《2017氢能战

略》，2030年目标达

到80万辆氢燃料乘

用车 

商用车

支持政

策 

2018 年，加利福尼亚

空气资源委员会已经

为“海岸到仓库项目

拨款 4100 万美元，以

测试 10 辆 8 级氢燃料

重卡在港口的应用情

况 

欧洲氢路线图指出， 

预计到2030年，燃 

料电池轻型商用车达 

50万辆、燃料电池卡 

车及公交车保有量达 

4.5 万辆 

根据《2017 氢能战

略》，2030 年计划达

到1,200 辆氢燃料公

交车和 1 万辆叉车的

保有量 

资料来源： 德勤，平安汽车研究所 

 

图表6 主要国家氢燃料电池车应用情况 单位：辆、个（加氢站） 

 
 乘用车 公交及客车 卡车 加氢站 

美国 
2019 年 7271 

35 辆已投入使

用，39 辆在开发

中 

测试中 
~42 

 

未来目标 2030 年：530 万保有量 2030 年：7100 

中国 
2019 年 0 2000+ 1500+ 23 

未来目标 2030年保有量100万 2030 年：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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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2019 年 ~1000 ~76 ~100 ~152 

未来目标 2030 年：370 万 2030年达到4.5万卡车和公交车 2030 年：~3700 

日本 
2019 年 3219 18 / 127 

未来目标 2030 年：80 万 2030 年：1200 / 2030 年：900 

资料来源： 德勤，《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平安汽车研究所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0 年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为 1204 辆和 1182 辆，全部为商

用车。截至 2020年底，我国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为 7200辆，累计行程超过 1亿公里，以氢燃

料电池物流车和客车为主。 

图表7 国内燃料电池汽车销量  单位：辆 
 

图表8 2020 年国内燃料电池汽车分类  单位：辆 

 

 

 

 

资料来源: 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中汽协，平安证券研究所 

国内燃料电池主要以示范项目为主，滞后电动车发展 10-12年。2016年第一条燃料电池公交线路在

佛山市投运，随之多个地方政府相继出台氢能产业规划，北京、张家口、上海、成都、苏州等地大

力发展燃料电池及氢能产业，积极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推动加氢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育燃料

电池产业基地。根据《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规划，未来氢燃料电池汽车产量将大幅

度增长，2025 年燃料电池系统产量达到 6 万套/年，2035 年达到 150 万套/年。 

据德勤的分析，中国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总成本（TCO，购买成本和运营成本）在 2019 年为 178

美元/百公里，预计到 2029年 TCO 将下降至 55美元/百公里，将低于纯电动公交和燃油公交车的成

本。 

图表9 国内燃料电池车的总成本  单位：美元/百公里 

 

资料来源:德勤，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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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行业目前仍存在较多的问题：1）政策支持主要为车端消费刺激，需要在上游氢能重点发展；

2）核心技术仍需突破，零部件成本较高；3）氢气制造、存储和运输成本较高；4）标准法规不完善。 

现阶段需要攻克的难点主要是快速解决成本问题。目前燃料电池发动机价格高，导致燃料电池车的

价格是燃油车的三倍多，是纯电动车价格的 1.5-2倍；加氢站的建设费用高达 1200万元-1500万元，

远高于加油站和充电桩；加氢站的氢气费用较高。 

为了降低成本，需要从燃料电池系统成本和氢气成本两个方面进行。其中降低燃料电池系统成本的

措施主要有：1）减低铂的用量；2）降低膜电极和双极板的成本；3）批量化生产；4）提高比功率；

5）材料国产化。降低氢气成本的方法主要有：1）降低制氢的成本，如使用工业副产氢和电解水等

方式；2）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成本，如发展管道运输；3）降低加氢站中核心部件的成本，如压缩机、

加注设备和储氢罐等。 

 

三、 国内企业布局整车及核心零部件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较长，主要分为燃料电池发动机、车载氢系统、DC/DC、电机等。目前行业参

与者主要集中在燃料电池电堆和主机厂等环节。 

图表10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 

 

资料来源:亿华通招股说明书，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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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 

潍柴积极布局新能源动力总成业务，先后作为第一大股东参股加拿大巴拉德和英国锡里斯动力两家

世界领先的氢燃料电池、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技术公司，推进新能源产业布局。公司推进国家燃料

电池重大专项，完成多款燃料电池发动机开发。截至 2021 年 3 月，已有 249 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

装配公司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在济南、潍坊、聊城、济宁、无锡等地已开通 17 条氢燃料公交专线。

公司燃料电池产品已累计运营 520 万公里，产品运转情况良好。 

潍柴动力计划投资 37 亿元投建氢燃料电池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预计 2022 年建成）、固态氧

化物燃料电池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预计 2024年建成）、燃料电池动力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研发

及制造能力建设项目（预计 2024 年建成）。 

图表11 潍柴燃料电池募投项目效益测算  单位：亿元 

项目 预计营业收入 预计净利润 预计净利率 

氢燃料电池及关键零部件产业
化项目（2023 年开始） 

88.50 4.22 4.77% 

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及关键零
部件产业化项目（2025年开始） 

121.60 5.38 4.42% 

燃料电池动力总成及核心零部
件研发及制造能力建设项目

（2025 年开始） 

118.30 4.82 4.07%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汽车研究所 

 

宇通客车 

宇通自 2009年开始研发第一代燃料电池客车，目前已完成三代燃料电池客车的开发，并率先取得首

个燃料电池商用车资质认证和产品公告，组建了行业首个氢能与燃料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截至

2020 年 10月，投放在河南郑州的 223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累计安全运行超 500万公里，创下中国

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安全运行里程记录。 

2020 年 5 月，公司申报的“河南省燃料电池与氢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获批建设。2021 年 1

月，公司申报的“河南省燃料电池商用车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获批建设。 

目前，宇通正在开发第四代燃料电池客车，涵盖 8-12米公交、9-11米公路产品，系统使用寿命和环

境适应性将大幅提高，续驶里程延长至 500 公里以上。除了郑州的 223 辆，宇通还在河北张家口、

江苏张家港、山东潍坊等地累计批量投放燃料电池公交车超 100 辆。 

 

长城汽车 

长城汽车从 2016年开始研发氢燃料电池车，2018年建立氢能技术中心，具有全套检测和试制设备，

同年收购了上海燃料电池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2019年，成立了未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长城燃

料电池整个研发团队超过 300人，并在德国慕尼黑建立了研发中心。2020年未势能源发布了 95kW

乘用车燃料电池系统发动机、最大可拓展至 150kW 的平台化燃料电池堆及 70MPa高压储氢瓶阀及

减压阀等产品，其中 95kW 燃料电池发动机有望搭载在 2021年量产的首款燃料电池 SUV 车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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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 

上汽集团从2001年开始进行氢燃料电池技术开发，推出了多款示范运营的氢燃料大巴车（申沃FCV）、

商用车（FCV80）和乘用车产品（荣威 950 Fuel Cell）。子公司捷氢科技专注于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的

研发，目前已具有第三代车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电堆，电堆功率可达 130kW，功率密度 3.8kW/L，

寿命超过 10000小时，并且可以在-30℃到 95℃的环境下正常启动使用。上汽大通 MAXUS EUNIQ7

是第三代燃料电池技术的首款首款车型，单次加满氢后其 NEDC续航里程可达 605km，百公里氢耗

1.18kg。 

 

亿华通 

亿华通是脱胎于清华大学的燃料电池自主研发企业。公司先后参与或承担了国家“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众多燃料电池重大专项课题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GEF示范

项目。公司的产品以氢燃料电池发动机为核心，包括双极板、电堆、整车控制器、智能 DC/DC、氢

系统、测试设备、燃料电池实验室全套解决方案。公司分别与宇通、福田、中通、申龙、苏州金龙、

重汽、陕汽、北汽、广汽、长安等企业合作。2020年为北汽福田 32T首款液氢重卡配套氢燃料电池

发动机系统，功率为 109kW，采用国产自主研发电堆。 

图表12 北汽福田 32 吨液氢重卡 

 

资料来源:亿华通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重塑股份 

重塑股份成立于 2015年，专注于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截至 2021年 2月中旬，公司已与包括一汽

解放、东风汽车、宇通客车、中通客车、三菱扶桑等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全球累计

行驶里程已突破 5,500 万公里。子公司重塑科技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燃料电池分中心的依托单

位，是继长城汽车、潍柴动力、国家能源集团、中石化之后第五家加入国际氢能委员会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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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 

美国电动卡车制造商尼古拉（Nikola）成立于 2015年，生产燃料电池重卡，商业模式方面采用租赁

的方式，在全生命周期中向用户提供氢燃料电池重卡、氢气、车辆保养和维修，进行全方位的服务。 

图表13 尼古拉主要发展阶段 

时间 事件  

2015 年 公司成立 

2016 年 尼古拉 one 原型车发布；与 Ryder 签署销售服务协议 

2017 年 与博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8 年 与 Anheuser Husch 签署供货协议 

2019 年 获得 CNH Industrial 风险投资；与 Iveco 联合开发出 Nikola Tre 车型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汽车研究所 

公司包括卡车和能源两个事业部，其中卡车事业部主要开发纯电动和氢燃料电池卡车并将其商业化，

提供短途、中途和长途的环保经济的解决方案；能源事业部专注于开发和建设加氢站网络，满足客

户对燃料的需求。 

2021 年 2月发布了 2款车型：Nikola Tre Cabover 的一款氢燃料电池版本，以及面向北美市场开发

的长途氢燃料货运卡车 Nikola Two FCEV Sleeper。 

图表14 尼古拉两款车型在美国市场的研发和销售规划 

 时间  规划  

Nikola 

Tre 

FCEV 

2021 年第二季度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柯立芝和德国乌尔姆开始生产 Alpha 车型 

2021 年第四季度 在美国对 Nikola Tre alpha 卡车进行测试 

2022 年第二季度 Alpha 车型的车队和道路验证 

2022 年第三季度 在美国测试 Beta 车型 

2022 年第四季度 Beta 车型的车队以和道路验证 

2023 年下半年 在亚利桑那州的柯立芝生产，向北美市场销售 

Nikola 

Two 

FCEV 

2022 年第四季度 Alpha 车型的车队以及道路验证 

2023 年第四季度 Beta 车型的车队以及道路验证 

2024 年下半年 在亚利桑那州的柯立芝开始生产，并销往北美市场 

资料来源： 公司公告，平安汽车研究所 

图表15 尼古拉重卡车型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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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建议 

商用车碳排放高，氢燃料电池将是有效解决方案。商用车保有量仅占我国汽车保有量的 12%左右，

却制造了道路交通碳排放的 56%。在碳中和的远期目标下，商用车需要在能源形式上进行变革。由

于商用车的重量、使用场景、里程要求与乘用车有较大的差异，因此纯电动、混动等都不太适合，

而氢燃料电池由于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寿命长等优点，适用于商用车，将大幅降低碳

排放。 

国内燃料电池处于示范阶段，2050年目标超过 500万辆/年。2020年《关于开展燃料电池汽车示范

应用的通知》指出示范期暂定为四年，示范期间，将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入围示范的城市群

按照其目标完成情况给予奖励。从长期看，2050年氢能在中国终端能源体系中占比至少达到 10%，

氢气需求量接近 6000万吨，其中交通运输领域用氢 2458万吨，约占该领域用能比例 19%，燃料电

池车产量达到 520 万辆/年。 

快速降低成本将加快燃料电池在商用车的应用。目前燃料电池系统端成本和使用端氢气的成本均较

高，导致全生命周期成本高，其中，运营成本中氢燃料的费用占比超过 50%。随着制氢、储氢、运

输氢气和加氢站建设成本的下降，未来燃料电池车辆在使用端将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据德勤计算，

中国 2029 年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总成本将低于纯电动和燃油公交车。 

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入局，量产车型逐渐增加。宇通客车是国内首家通过燃料电池商用车资质认证

的企业，其公交车已在多个城市运营；长城汽车已具 4-5年的开发经验，首款燃料电池 SUV预计在

2021 年量产；上汽集团具有近 20 年积累经验，已有申沃客车、荣威和大通等品牌的量产车型；零

部件方面，潍柴动力、亿华通、重塑股份通过收购或自主研发的方式在核心技术方面有所布局。 

投资建议。氢燃料电池车辆由于能量效率高、安全性高、无排放、寿命长等优点，在商用车具有旷

阔的使用前景，将助力碳中和早日达标。国内整车厂和零部件具有较为丰富的技术开发经验，同时

也具有丰富的运营经验。推荐潍柴动力、宇通客车、长城汽车、上汽集团，建议关注亿华通、重塑

股份。 

 

五、 风险提示 

1）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突破不及预期；2）燃料电池成本下降不及预期；3）氢气成本下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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