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1、兴业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苏晨，曾韬，朱玥 )

精准把握反弹行情

经过两年历练，兴证电新团队已成为电力设备新能源全行业覆盖、电动汽车领域具有较强话语权的团队。 2017年2月底判断电动汽车板块形成“三重底” ，精准把握反弹行情。 还前瞻性地判断6月中旬电动汽车板块趋势性行情，首家提出“全球大周期” 逻辑框架，并提出“不降价环节” 及“全球供应链” 两条选股主线，挖掘电动汽车独家牛股。

2、长江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邬博华，马军，张垚，汪福强 )

看好行业投资价值

当前，新能源及新能源车两大行业均在经历从政策扶植转向内生增长的关键时期。 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潮流中，见证优质企业逐渐实现从优秀向伟大的蜕变。 展望2018年，依旧看好行业投资价值，研究将立足基本面，注重真实准确的行业数据和产业链变化，力求审时度势，析毫剖厘，准确把握行业投资风口，帮助市场发掘投资价值。

3、招商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游家训，陈术子，陈雁冰，赵智勇 )

中国企业追赶甚至超越

在技术与市场发展迅猛的新兴市场，中国制造更有可能实现引领，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制造等产业 。 此外，全球的重心都在加速向中国转移 --中国企业已在细分领域实现追赶甚至超越，且全世界最主要最激进的扩张基本也都在中国。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我们团队将继续与产业同行，与先进生产力同行 。 未来，我们将聚焦于新能源汽车中游、光伏新能源、自动化 /信息化等产业与企业 。

4、东吴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曾朵红，汪林森 )

沉浮之中一路坚持

2017年是我们团队硕果累累 、成绩最为突出的一年，领先推荐了工控、电动车、光伏板块 。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差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很庆幸一路坚持下来，并在这沉浮之中有所思考 、建树与贡献。 感谢“金牛奖 ” 对我们团队的肯定，我们团队将继续为投资者贡献有价值的研究。

5、广发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韩玲，陈子坤，王理廷 )

能源领域仍值得期待

感谢过去一年里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支持。 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新的一年能源领域行情仍将非常值得期待，我们仍将立志于做好新能源车全产业链的配置策略与板块择时，深入挖掘风光储 、电力设备及工控领域的投资机会，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研究，为投资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回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21化工行业研究

1、海通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邓勇 ，朱军军，刘威，刘强，刘海荣等 )

天然气需求增长空间可期

在改革推动下，预计未来几年国内天然气需求年增速将保持在10%以上。 在“管住中间 ，放开两端 ” 的气价改革方向下，预计国内天然气的气源价格和销售价格将逐步实现市场化。 气价市场化将推动下游需求持续快速提升，工业用气 、城市燃气、燃气发电等将是主要领域。 天然气需求增长方面，关注天然气上游开采 、中游制造及下游分销领域的投资机会。

2、中泰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王席鑫，孙琦祥，肖晴 ，罗雅婷 )

站在机构角度选标的

过去一年，我们始终坚持独立、扎实、前瞻和勤奋的研究风格，始终站在机构角度去选择标的 。 2017年以来 ，我们持续从周期股、成长股等角度为挖牛股做服务，未来几年内生性成长高，能够与其估值相匹配，是化工板块最优质且稀缺的新材料标的，我们深信只有为客户创造价值，自己才能增值，我们将继续努力！

3、申万宏源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宋涛，谢建斌，马昕晔，陈俊杰）

紧跟行业供需及价格变化

年初以来 ，申万宏源化工团队前瞻的判断了化工整体周期性机会 ，紧密跟踪行业供需及价格变化，持续推荐多只白马龙头投资机会。 展望明年，尽管化工周期旺季即将过去，但环保约束提升行业集中度逻辑持续 ，仍坚定看好。 京津冀“2+26” 巡查组至明年3月，后续周期去伪存真，看好偏下游消费旺季持续的周期性行业，如农药、维生素、聚酯、轮胎等。

4、兴业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徐留明，孙佳丽，唐婕 )

行业集中度仍将提升

感谢中证报，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荣获这个奖项 。 2017年，我们成功推荐了一批化工行业龙头公司，把握了供给侧改革下化工行业投资机会。 我们相信 ，未来化工行业集中度仍将提升 ，龙头企业也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也将更加深入地调研产业，为各机构投资者提供最具领先的投资分析意见 。

5、广发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王剑雨、郭敏 、周航 )

精耕细作挖掘牛股

过去一年，广发化工团队一如既往地把大部分工作精力放在股票挖掘上 ，成功推荐多只涨幅显著的个股，并通过行业报告 、会议论坛等形式提示和推荐了草甘膦 、纯碱、PVC、粘胶短纤、尿素、农药等板块性行情 。 此外，于7月份将化工行业整体评级上调至“买入” ，准确地把握了化工周期品年内最有效率的一段行情。 建议各位重视化工 ，掘金化工。

化工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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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把握反弹行情

经过两年历练，兴证电

新团队已成为电力设备新能

源全行业覆盖、 电动汽车领

域具有较强话语权的团队。

2017年2月底判断电动汽车

板块形成“三重底” ，精准把

握反弹行情。 还前瞻性地判

断6月中旬电动汽车板块趋

势性行情，首家提出“全球

大周期” 逻辑框架，并提出

“不降价环节” 及“全球供

应链” 两条选股主线，挖掘

电动汽车独家牛股。

兴业证券-能源行

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苏晨，曾

韬，朱玥)

看好行业投资价值

当前，新能源及新能源车

两大行业均在经历从政策扶

植转向内生增长的关键时

期。 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到

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潮流

中， 见证优质企业逐渐实现

从优秀向伟大的蜕变。 展望

2018年， 依旧看好行业投资

价值，研究将立足基本面，注

重真实准确的行业数据和产

业链变化，力求审时度势，析

毫剖厘，准确把握行业投资风

口，帮助市场发掘投资价值。

长江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邬博华， 马军，张

垚，汪福强)

与产业同行

在技术与市场发展迅

猛的新兴市场，中国制造更

有可能实现引领，如新能源

汽车、光伏制造等产业。 此

外，全球的重心都在加速向

中国转移。 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我们团队将继续与产

业同行， 与先进生产力同

行。 未来，我们将聚焦于新

能源汽车中游、 光伏新能

源、 自动化/信息化等产业

与企业。

招商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游家训，陈术子，陈

雁冰，赵智勇)

沉浮之中一路坚持

2017年是我们团队硕

果累累、 成绩最为突出的

一年， 领先推荐了工控、

电动车、光伏板块。这是最

好的时代， 这是最差的时

代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

失望之冬； 很庆幸一路坚

持下来， 并在这沉浮之中

有所思考、 建树与贡献。

感谢“金牛奖” 对我们团

队的肯定， 我们团队将继

续为投资者贡献有价值的

研究。

东吴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曾朵红，汪林森)

能源领域值得期待

感谢过去一年里大家

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与支

持。 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

为新的一年， 能源领域行

情仍将非常值得期待，我

们仍将立志于做好新能源

车全产业链的配置策略与

板块择时， 深入挖掘风光

储、 电力设备及工控领域

的投资机会， 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做好研究， 为投资

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回

馈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广发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小组

(韩玲，陈子坤，王理

廷)

天然气市场前景可期

在改革推动下，预计未

来几年国内天然气需求年

增速将保持在10%以上。 在

“管住中间， 放开两端” 的

气价改革方向下，预计国内

天然气的气源价格和销售

价格将逐步实现市场化。 气

价市场化将推动下游需求

持续快速提升， 工业用气、

城市燃气、燃气发电等将是

主要领域。关注天然气上游

开采、中游制造及下游分销

领域的投资机会。

海通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邓勇，朱军

军，刘威，刘强，刘海

荣，李明刚〈离职〉)

站在机构角度选标的

过去一年，我们始终坚

持独立、扎实、前瞻和勤奋

的研究风格， 始终站在机

构角度去选择标的。2017年

以来，我们持续从周期股、

成长股等角度为挖牛股做

服务， 未来几年内生性成

长高， 能够与其估值相匹

配， 是化工板块最优质且

稀缺的新材料标的。 我们

深信只有为客户创造价

值，自己才能增值，我们将

继续努力！

中泰证券-化工行

业研究小组 (王席

鑫，孙琦祥，肖晴，罗

雅婷)

紧跟行业供需变化

年初以来，申万宏源化

工团队前瞻的判断了化工

整体周期性机会，紧密跟踪

行业供需及价格变化，持续

推荐多只白马龙头投资机

会。 展望明年，尽管化工周

期旺季即将过去，但环保约

束提升行业集中度逻辑持

续， 仍坚定看好。 京津冀

“2+26” 巡查组至明年3月，

后续周期去伪存真，看好偏

下游消费旺季持续的周期

性行业。

申万宏源证券-化工

行业研究小组 （宋

涛，谢建斌，马昕晔，

陈俊杰）

行业集中度仍将提升

感谢中证报，感谢各位

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我们很

荣幸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2017年，我们成功推荐了一

批化工行业龙头公司，把握

了供给侧改革下化工行业

投资机会。 我们相信，未来

化工行业集中度仍将提升，

龙头企业也有更好的投资

机会。 我们也将更加深入地

调研产业，为各机构投资者

提供最具领先的投资分析

意见。

兴业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徐留明，孙

佳丽，唐婕)

精耕细作挖掘牛股

过去一年， 广发化工团

队一如既往地把大部分工作

精力放在股票挖掘上， 成功

推荐多只涨幅显著的个股，

并通过行业报告、 会议论坛

等形式提示和推荐了草甘

膦、纯碱、PVC、粘胶短纤、尿

素、 农药等板块性行情。 此

外，于7月份将化工行业整体

评级上调至“买入” ，准确地

把握了化工周期品年内最有

效率的一段行情。 建议各位

重视化工，掘金化工。

广发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王剑雨、郭

敏、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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