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2电子第四名

方正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段迎晟，安永平)

密切跟踪最前沿技术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客户

和朋友们，感谢广大投资者的认

可和鼓励。 回顾2017年，适逢苹

果手机设计大变革，凭借着前瞻

性的眼光和深厚的产业链资源，

我们紧紧抓住了手机变革的最

重要部分。我们是市场上最早也

是最坚定地推荐 “3D人脸识

别” 和全面屏投资机会的团队。

“3D人脸识别” 给人们打开了

VR、AR世界的一扇大门， 基于

人体面部的3D数据可以应用到

虚拟试衣、远程医疗、安全识别、

ARVR游戏等场景。全面屏扩大

了手机显示区域，带来更好的用

户体验，也带动了显示屏、摄像

头、指纹识别和机壳材料等多方

面的创新和变革。 3D人脸识别

和全面屏必将是未来手机的标

配，带动万亿以上的增加值。

电子行业摆脱了周期性的

风险，就在于一次次的科技创新

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我们必须

具备充分的前瞻性思维，紧密联

系产业界，密切跟踪业界最前沿

的技术，为广大投资者挖掘最有

价值的投资机会，为中国的电子

产业发展和电子行业研究贡献

微薄之力。

第五名 长江证券-电子行

业研究小组(莫文宇,王平阳,杨

洋)

独特全面的行业剖析

我国电子产业步入收获期，

优质电子企业为我国未来信息

科技化发展打下基石。电子产业

的成长是我国电子企业多年努

力奋斗的结果。行业的蓬勃发展

也给我们分析师带来机遇，从各

细分领域寻找业绩增长点，从创

新成果探寻下游新需求，不论是

国产化趋势明显的板块，还是需

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板块，都在不

同时点给我们惊喜。

今年以来，LED、消费电子、

面板、半导体、安防等各个领域

的龙头企业向大众展示了我国

电子产业的实力。我们着力推荐

了LED芯片龙头三安光电、玻璃

盖板厂商蓝思科技、激光加工强

者大族激光、面板巨头京东方等

优质企业。 并且，我们是市场中

最早提出消费升级带动电子板

块全面成长的团队，发布《消费

升级， 电子板块深度看好》报

告。多篇报告向投资者带来独特

全面的行业剖析，树立了鲜明的

研究风格。

我们团队的进步，或者说是

电子行业分析师的价值，与我国

电子产业的成长息息相关。踏实

研究、谨慎思考是我们作为分析

师的职责，深入挖掘电子行业机

遇，力争将优质企业的价值展示

给更多投资者，一同助力电子产

业发展。

T12电子行业研究

第一名 广发证券-电子行业

研究小组(许兴军,王亮,王璐,余

高)

一条主线两个创新

很荣幸广发电子团队能够获

得金牛奖的认可。

感恩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团队

的支持，投资者给我们的信任激励

着我们不断前行，变化的是我们不

断壮大的团队，不变的是我们始终

如一的态度：

面对研究，我们坚持产业链深

度调研；面对公司，我们坚持基本

面紧密跟踪；面对客户，我们力求

找寻确定性机会。

2017年我们的工作围绕一条

主线 （红苹果青苹果） 两个创新

（OLED+汽车电子）展开，推荐创

新大周期下白马的配置价值以及

创新维度上新变化的弹性机会。

望前路，资本市场依旧充满着

未知与变幻；审今时，我们始终保

持着清醒与敬畏！

梦在远方，路在脚下！

我们团队将始终如一地坚持

专业与客观， 识别风险、 发现价

值，以更优异成绩回报投资者的支

持，以更饱满的工作态度迎接每一

天的挑战！

第二名,天风证券-电子行业

研究小组(农冰立,陈俊杰,霍甲,

潘暕,洪骐,张昕)

实现客户财富增值目标

谢谢中国证券报，也谢谢我们

所有的客户、所有的员工、所有为

这个行业做出努力的人。 能取得

这样的成绩与团队中每一位的勤

奋分不开的，年初至今的每一次回

调，我们都坚定推荐，为投资者答

疑解惑，持续跟踪行业股票，为客

户提供最及时最详细的研究报告。

同时我们一直努力完善服务体系，

通过各种渠道与投资者做出充分

的沟通，最终使我们研究能力在业

界获得认可，实现客户财富增值的

目标。 我们会继续努力，也希望各

位投资者在未来给予我们持续的

关注和支持。

最后， 虽然我们大家都很优

秀， 但是我们应该在感谢所有人

的同时，也要感谢这个时代，因为

这个英雄的时代使得我们这些人

能够站在这里，能够享受这样的一

份荣耀，谢谢。

第三名

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鄢凡,马鹏清)

延续深度基本面研究风格

感谢中国证券报为我们颁发

这份奖项，这是对我们团队1年来

辛勤工作的肯定。 2017年我们执

着延续深度基本面研究风格，对行

业公司精耕细作，挖掘投资价值。

感谢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来年，我们必将加倍付出，伴你左

右，一路同行！

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关注

最新科技趋势与大陆电子产业链，

提供A股电子上市公司专业投资

观点。 我们认为，在市场调整过程

中， 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适合抄

底，但是会给长线逻辑清晰、被连

累调整的细分行业优质电子龙头

带来重新布局机会。 当前重点推

荐：立讯精密、大族激光、信维通

信、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三安光

电； 这些公司明后年上涨逻辑清

晰，适合做三到五年的长线。 招商

电子推荐组合还包括，长盈精密、

蓝思科技、环旭电子、歌尔股份、

欧菲光、生益科技、德赛电池、东

山精密、奋达科技、顺络电子等，

并关注具备长线逻辑的半导体板

块机会。

延续深度基本面研究风格

感谢中国证券报为我们颁

发这份奖项， 这是对我们团队

一年来辛勤工作的肯定。 2017

年我们执着延续深度基本面研

究风格，对行业公司精耕细作，

挖掘投资价值。 感谢投资者对

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来年，我们

必将加倍付出， 伴你左右，一

路同行！

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

关注最新科技趋势与大陆电子

产业链，提供A股电子上市公司

专业投资观点。 我们认为，在市

场调整过程中， 并不是所有的

股票都适合抄底， 但是会给长

线逻辑清晰、 被连累调整的细

分行业优质电子龙头带来重新

布局机会。 当前重点推荐：立讯

精密、大族激光、信维通信、海

康威视、大华股份、三安光电；

这些公司明后年上涨逻辑清

晰，适合做三到五年的长线。 招

商电子推荐组合还包括， 长盈

精密、蓝思科技、环旭电子、歌

尔股份、欧菲光、生益科技、德

赛电池、东山精密、奋达科技、

顺络电子等， 并关注具备长线

逻辑的半导体板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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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莫文宇,王平阳,杨洋)

密切跟踪最前沿技术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客户

和朋友们，感谢广大投资者的认

可和鼓励。 回顾2017年，适逢苹

果手机设计大变革，凭借着前瞻

性的眼光和深厚的产业链资源，

我们紧紧抓住了手机变革的最

重要部分。我们是市场上最早也

是最坚定地推荐 “3D人脸识

别” 和全面屏投资机会的团队。

“3D人脸识别” 给人们打开了

VR、AR世界的一扇大门， 基于

人体面部的3D数据可以应用到

虚拟试衣、远程医疗、安全识别、

ARVR游戏等场景。 全面屏扩大

了手机显示区域，带来更好的用

户体验，也带动了显示屏、摄像

头、指纹识别和机壳材料等多方

面的创新和变革。 3D人脸识别

和全面屏必将是未来手机的标

配，带动万亿以上的增加值。

电子行业摆脱了周期性的风

险，就在于一次次的科技创新提供

了新的发展动力。我们必须具备充

分的前瞻性思维， 紧密联系产业

界， 密切跟踪业界最前沿的技术，

为广大投资者挖掘最有价值的投

资机会，为中国的电子产业发展和

电子行业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独特全面的行业剖析

我国电子产业步入收获期，

优质电子企业为我国未来信息

科技化发展打下基石。电子产业

的成长是我国电子企业多年努

力奋斗的结果。行业的蓬勃发展

也给我们分析师带来机遇，从各

细分领域寻找业绩增长点，从创

新成果探寻下游新需求，不论是

国产化趋势明显的板块，还是需

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板块，都在不

同时点给我们惊喜。

今年以来，LED、消费电子、

面板、半导体、安防等各个领域

的龙头企业向大众展示了我国

电子产业的实力。我们着力推荐

了LED芯片龙头三安光电、玻璃

盖板厂商蓝思科技、激光加工强

者大族激光、面板巨头京东方等

优质企业。 并且，我们是市场中

最早提出消费升级带动电子板

块全面成长的团队，发布《消费

升级， 电子板块深度看好》报

告。多篇报告向投资者带来独特

全面的行业剖析，树立了鲜明的

研究风格。

我们团队的进步， 或者说是

电子行业分析师的价值，与我国电

子产业的成长息息相关。 踏实研

究、谨慎思考是我们作为分析师的

职责， 深入挖掘电子行业机遇，力

争将优质企业的价值展示给更多

投资者，一同助力电子产业发展。

一条主线两个创新

很荣幸广发电子团队能够

获得金牛奖的认可。

感恩各位投资者对我们

团队的支持， 投资者给我们

的 信 任 激 励 着 我 们 不 断 前

行， 变化的是我们不断壮大

的团队， 不变的是我们始终

如一的态度：

面对研究，我们坚持产业

链深度调研；面对公司，我们

坚持基本面紧密跟踪 ； 面对

客户， 我们力求找寻确定性

机会。

2017年我们的工作围绕一

条主线（红苹果青苹果）两个创

新（OLED+汽车电子）展开，推

荐创新大周期下白马的配置价

值以及创新维度上新变化的弹

性机会。

望前路，资本市场依旧充满

着未知与变幻；审今时，我们始

终保持着清醒与敬畏！

梦在远方，路在脚下！

我们团队将始终如一地坚

持专业与客观，识别风险、发现

价值，以更优异成绩回报投资者

的支持，以更饱满的工作态度迎

接每一天的挑战！

实现客户财富增值目标

谢谢中国证券报， 也谢谢

我们所有的客户、所有的员工、

所有为这个行业做出努力的

人。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团队

中每一位的勤奋分不开， 年初

至今的每一次回调， 我们都坚

定推荐，为投资者答疑解惑，持

续跟踪行业股票， 为客户提供

最及时最详细的研究报告。 同

时我们一直努力完善服务体

系， 通过各种渠道与投资者做

出充分的沟通， 最终使我们的

研究能力在业界获得认可，实

现客户财富增值的目标。 我们

会继续努力， 也希望各位投资

者在未来给予我们持续的关注

和支持。

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很

优秀 ， 但是我们应该在感谢

所有人的同时 ， 也要感谢这

个时代 ， 因为这个英雄的时

代使得我们这些人能够站在

这里 ， 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份

荣耀，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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