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行业研究

安信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

组（文浩，王晨，杨文硕，王晓

岩）

国际化视野 洞悉左侧机会

我们扎实深入的研究在卖

方传媒研究中无出其右，对公司

业绩的准确预测更不用多说。我

们始终奋斗在第一线，2016年我

们更加频繁、谦虚地与投资者互

动交流， 高频率地组织多地路

演、上市公司反路演、产业论坛

及一级市场交流。在这个喧嚣浮

躁的市场，我们通过长期跟踪才

会给出清晰的观点，这样的研究

才能值得信赖。我们绝大多数推

荐都在底部，今年在中概股尤其

是微博、YY、陌陌的推荐，让我

们看到这是一个能有国际化视

野的团队，这点基本更是独树一

帜的优势。

招商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

组（顾佳，方光照，王京乐，朱

珺）

积极挖掘行业亮点

非常感谢评委会授予我们

招商传媒互联网团队“金牛奖”

第二名的荣誉，这无疑是对我们

整个团队今年努力付出的最大

肯定和鼓励！ 2016年度传媒行

业整体缺乏大行情的情况下，我

们积极挖掘行业和公司亮点。 1

季度我们坚定推荐了VR板块，

撰写了 “联络互动” 深度报告

《软硬一体全力拥抱科技智能

化，筑建共赢生态圈》，再后来，

我们又推荐了两个小市值的VR

新龙头“佳创视讯” 以及体育新

龙头“奥拓电子” 。未来，我们将

以更优质的投研服务回报投资

者！

海通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

组（钟奇，郝艳辉）

精选个股需要时间的打磨

2016年全行业涨幅倒数

第一的成绩让传媒行业全年很

艰难， 而对于定位于 “精选个

股” 的我们来说更加有挑战，但

很庆幸，今年对于我们团队来说

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 “判断

力” ，包括出版传媒、天润数娱、

华媒控股等在内的多只涨幅较

好的个股都是我们团队的 “骄

傲之作” ，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

我们的结果和成绩，背后则都会

经过包括行业面、公司基本面等

全方位的论证和沟通！我们清楚

深入可靠地推荐股票需要时间

的打磨！

国泰君安证券-传媒行业研

究小组（陈筱）

奉上技术革新投资盛宴

在过去一年VR、AR应用及

推广呈现出燎原之势，我们及时

推出VR/AR系列报告、 专家解

读及产业链调研及体验，为投资

者奉献上保证实效性与有效性

结合的技术革新投资盛宴，成果

挖掘了恒信移动等优质公司。

2016年亦是体育大年，我们

针对欧洲杯及世界杯及世界杯

预选赛推出了系列专题研究、会

议及调研，快速把握体育产业波

澜壮阔的投资盛宴，发掘了奥拓

电子、中潜股份等优质标的。 未

来定当继续为二级市场提供深

度系统的投研分析及公司挖掘，

为投资者及优质公司降低股权

融资成本尽团队一份力量。

5、 华创证券-传媒行业研

究小组（谢晨）

追求前瞻性 用研究创造价

值

传媒行业日新月异，我们坚

持紧跟产业动态，深入剖析传媒

互联网各板块发展逻辑， 对游

戏、影视、教育、营销、VR、体育

和中概股都有深度研究成果，完

成了《直播行业深度报告：千亿

市场， 得生态与资本者得天

下》、《正版化深度报告：? 正版

时代 ， 打开内容产业十倍空

间》、《微博：社交媒体龙头强势

崛起，营销业务与移动直播双轮

驱动》等报告，领先市场挖掘新

兴产业机会。

未来，我们将保持对行业

高度敏感，追求前瞻研究，精准

把握投资时机， 用研究创造价

值！

电子行业研究

安信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赵晓光，郑震湘，邵洁，安永

平）

科技红利启动

2016年是注定是不平凡

的一年。一方面我们见证诸多行

业硬件创新与科技红利的启动

迹象。 VR/AR的热潮和爆款推

动、OLED及人体感知等消费电

子创新不断呈现、军工电子在政

策引导下的繁荣前景，我们第一

时间推荐相关产业的投资机会。

另一方面，面板、PCB、LED等电

子元器件先后开始涨价周期，我

们从市值、财报分析、业绩等逻

辑出发，坚定推荐低估值且业绩

优良的白马股，核心标的屡创新

高，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 展望

未来电子产业，我们坚定推荐虚

拟显示、汽车电子和半导体等发

展方向。

国金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骆思远）

以客户收益为最高原则

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评委

们、国金证券研究团队和销售团

队的付出和配合，诸位领导的关

照和栽培，以及一直支持我们的

机构客户。 能获得此殊荣，是对

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认可。

过去一年股市起起伏伏，我

们始终以客户收益为最高原则，

从虚拟IDM之下的京沪之争、十

三五规划的第一年布局、今年二

季度的“急单+短单” 的订单行

情，到之前我们引爆的CCL涨价

议题和苹果供应链的解析，皆是

我们兢兢业业地研究市场信息，

竭力传递专业观点和深度研究

的结果。

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鄢凡，刘泽晶，马鹏清，李学

来，周楷宁）

深度挖掘多产业链投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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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

我们深度挖掘国产高端智能机

产业链长盈精密和顺络电子，至

今涨幅40%；这一年，我们紧紧

把握苹果创新和新入产业链，所

力推立讯精密、信维通信、歌尔

股份，无不表现卓越；这一年，我

们推出多篇产业专题报告，在业

内形成了广泛影响。创新零部件

系列深度Type-C、防水和无线

充电在相关研讨会和沙龙引起

热烈讨论；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深

度报告领先同行，理清半导体建

厂逻辑，准确捕捉多只牛股的一

轮波澜壮阔行情。

光大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

组（王国勋，姜国平，薛亮）

关注产业链创新

回顾2016年，光大电子始

终坚持关注产业链创新，业绩为

王的投资逻辑，为投资者寻找确

定性的投资机会，我们首推的小

间距LED板块今年以来表现异

常抢眼，也是电子行业中机构参

与程度最高的两个板块之一。

展望2017年，我们将会为

投资者带来更精彩的投资分析：

小间距LED的技术创新使得整

个板块业绩呈现爆发增长，消费

电子领域的OLED、 虚拟现实

等，电池行业也面临很多渐进式

创新，欣旺达等企业在电池行业

渐进式创新中也将站立潮头，曾

经的大众情人如歌尔声学、欧菲

光和大华股份等，在新业务发力

情况下也纷纷迎来业绩拐点。

5、 华泰证券-电子行业研

究小组（张騄）

电子行业景气度持续向好

电子行业是一个充满天才

的花火、工匠的汗水与冒险家精

神的领域，作为电子行业的分析

师是幸运的， 同时也是艰辛的。

在6年数不清的调研学习、 路演

交流过程中，有着见证新技术诞

生、成长的惊喜，也有着奔波与

案牍的劳碌。 但是一路走来，在

家人、朋友的鼓励和认可中感到

充实和满足，在此深表感谢！

随着智能制造的进一步推

广， 全球范围内落后产能的退

出， 下游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

电子行业的竞争格局正在改善，

景气度持续向好。对于电子技术

的进步， 对于电子产业的发展，

我们充满信心、充满期待、充满

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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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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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视野

洞悉左侧机会

2016年我们更加频繁、

谦虚地与投资者互动交流，

高频率地组织多地路演、上

市公司反路演、产业论坛及

一级市场交流。 我们通过长

期跟踪才会给出清晰的观

点，这样的研究才能值得信

赖。 我们绝大多数推荐都在

底部，今年在中概股尤其是

微博、YY、 陌陌的推荐，让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能有国

际化视野的团队，这点基本

更是独树一帜的优势。

积极挖掘行业亮点

2016年度传媒行业整

体缺乏大行情的情况下，

我们积极挖掘行业和公司

亮点。 1季度我们坚定推荐

了VR板块，撰写了“联络

互动” 深度报告《软硬一

体全力拥抱科技智能化，

筑建共赢生态圈》， 再后

来， 我们又推荐了两个小

市值的VR新龙头“佳创视

讯” 以及体育新龙头“奥

拓电子” 。 未来，我们将以

更优质的投研服务回报投

资者！

精选个股

需要时间的打磨

今年对于我们团队来

说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

“判断力” ，包括出版传媒、

天润数娱、华媒控股等在内

的多只涨幅较好的个股都

是我们团队的 “骄傲之

作” ， 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

我们的结果和成绩，背后则

都会经过包括行业面、公司

基本面等全方位的论证和

沟通！ 我们清楚深入可靠地

推荐股票需要时间的打磨！

分享技术革新

投资盛宴

在过去一年，我们及时

推出VR/AR系列报告、专

家解读及产业链调研及体

验，为投资者奉献上保证实

效性与有效性结合的技术

革新投资盛宴。

2016年亦是体育大年，

我们针对欧洲杯及世界杯及

世界杯预选赛推出了系列专

题研究、会议及调研，快速把

握体育产业波澜壮阔的投资

盛宴，发掘了奥拓电子、中潜

股份等优质标的。

追求前瞻性

用研究创造价值

传媒行业日新月异，我

们坚持紧跟产业动态，深入

剖析传媒互联网各板块发

展逻辑， 对游戏、 影视、教

育、营销、VR、体育和中概

股都有深度研究成果，完成

了 《直播行业深度报告：千

亿市场，得生态与资本者得

天下》、《正版化深度报告：

正版时代，打开内容产业十

倍空间》等报告，领先市场

挖掘新兴产业机会。

电子行业研究

科技红利启动

201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一年。 一方面我们见证诸多

行业硬件创新与科技红利的

启动迹象。如VR/AR的热潮

和爆款推动、OLED及人体

感知等消费电子创新不断呈

现、 军工电子在政策引导下

的繁荣前景。另一方面，电子

元器件先后开始涨价周期，

我们从市值、财报分析、业绩

等逻辑出发， 坚定推荐低估

值且业绩优良的白马股，核

心标的屡创新高， 得到市场

的充分认可。

以客户收益

为最高原则

过去一年股市起起伏

伏，我们始终以客户收益为

最高原则，从虚拟IDM之下

的京沪之争、十三五规划的

第一年布局、今年二季度的

“急单+短单” 的订单行情，

到之前我们引爆的CCL涨

价议题和苹果供应链的解

析，皆是我们兢兢业业地研

究市场信息，竭力传递专业

观点和深度研究的结果。

深度挖掘多产业链

投资机会

2016年，我们深度挖掘

国产高端智能机产业链长

盈精密和顺络电子等牛股；

我们紧紧把握苹果创新和

新入产业链，所力推立讯精

密、信维通信等无不表现卓

越；我们推出多篇产业专题

报告，在业内形成了广泛影

响。 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深度

报告领先同行，理清半导体

建厂逻辑，准确捕捉多只牛

股的一轮波澜壮阔行情。

关注产业链创新

展望2017年，我们将会

为投资者带来更精彩的投

资分析：小间距LED的技术

创新使得整个板块业绩呈

现爆发增长，消费电子领域

的OLED、 虚拟现实等，电

池行业也面临很多渐进式

创新，欣旺达等企业在电池

行业渐进式创新中也将站

立潮头，曾经的大众情人如

歌尔声学、欧菲光和大华股

份等，在新业务发力情况下

也纷纷迎来业绩拐点。

电子行业景气度

持续向好

电子行业是一个充满

天才的火花、工匠的汗水与

冒险家精神的领域，作为电

子行业的分析师是幸运的，

同时也是艰辛的。 随着智能

制造的进一步推广，全球范

围内落后产能的退出，下游

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电子

行业的竞争格局正在改善，

景气度持续向好。 对于电子

技术的进步，对于电子产业

的发展， 我们充满信心、充

满期待、充满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