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长江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邬博华，马军，张垚）

准确把握投资风口

2016，板块轮动规律显现；纵观能源行业，上半年新能源汽车板块站上巅峰，无惧政策调整；下半年电力设备板块“新

电改” 政策不断，迎来“市场开放” 新风口；新能源板块悲观情绪亦得到消化，估值踏上修复之路。

在结构性行情中，任市场风格变幻，真实准确的行业数据和产业链关系仍是研究的根基，今年我们一如既往，兢兢业

业，为市场整理贡献了全面客观的行业数据库和深入细致的产业链梳理；同时，审时度势，析毫剖厘，推出了50余篇系列专

题报告，准确把握行业投资风口。

海通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周旭辉，杨帅，徐柏乔）

机会将向下游延伸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准确把握产业链投资机会：2016年2月底，率先推荐新能源汽车板块；后续又推荐了锂电池设备；

4月份，判断充电桩行情到来；6月，推荐电动物流车板块；7月份，在市场顶部提示锂电池风险。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机会将向下游延伸：首先，很多电动整车厂的市值被低估，电动物流车细分车型增长值得乐观；

其次，储能有望迎来快速增长；最后，电改已经有所进展，储能+电改有望形成真正的能源互联网，进而带动更为波澜壮阔

的行情。

安信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黄守宏，邵晶鑫，华鹏伟，邹玲玲）

新能源每年都有机会

做卖方研究员已经十年了，我非常荣幸从事新能源行业方面的研究工作。 新能源行业乃至能源行业，是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行业，行业内基本上每年都会涌现牛股、每年都会出现行情。在上一年度，我们做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改等做了很多

研究工作和价值发掘。 最显著成绩的就是对六氟磷酸锂拐点的准确预判。 展望来年，储能、电改、燃料电池、新能源汽车等

领域还有很多投资机会，我们将更努力地做好研究服务，再接再厉，勇创佳绩。

招商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柴沁虎，卢平，游家训）

大变局中有大机会

作为业内最为资深的煤炭研究团队，入行12年来我们见证了行业的周期轮回，无论行业盛衰始终执著地坚守在煤炭

行业，十年磨一剑，为投资者发掘投资机会，规避投资风险。 年初以来我们精准把握了供改行情，强烈推荐的西山煤电、潞

安环能、冀中能源、阳泉煤业相对和绝对收益显著。 未来，我们将聚焦于智能制造、电气装备与服务、新能源领域的产业与

企业研究，特别是更现代化的工程师公司。 大变局中有大机会，我们有信心，为您提供有质量、有产出的研究成果。

兴业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小组（苏晨）

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看到我们今年的努力并给予认可，同时非常感谢领导、同事、家人对我们工作给予的支持。明年，

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勤奋努力，深入行业研究和个股挖掘，预祝所有投资者业绩长虹。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

1、海通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邓学）

继续看好三大领域机会

延续“重趋势、抓时点” 的工作思路，我们在今年坚定推荐了新能源汽车的主流行情，并领先推荐了无人驾驶、特斯

拉和蓝筹白马的行情。 2017年中国汽车投资从《颠覆时代》走向《强国之路》，汽车产业正在复制手机产业的科技趋势和产

业格局。 2017年会继续看好智能汽车、电动汽车以及自主品牌整车和零部件崛起机遇，甚至跨境市场机遇。

汽车投资将走向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对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海通汽车打造了全市场最强最

全面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可以做的更多、更好！

招商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汪刘胜，唐楠，彭琪）

行业转型升级造就机遇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作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支柱产业，汽车行业也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始向新常

态过渡，众多整车厂、零配件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 行业转型升级造就了市场机遇，对于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行

业分析师唯有加倍勤奋与持续积累，才能不辜负众多投资者的信任。

过去的一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方向上独家重点挖掘并推荐了兴民智通、道氏技术以及拓普集团，“智能驾

驭，电动未来” 仍将是我们2017年重点推荐与研究的方向。

国泰君安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王炎学）

三年获奖是认可更是激励

感谢金牛奖评委会再次授予我如此殊荣，从2013年到2015年我已连续三年获得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方

向金牛分析师称号，在我看来，这既是一种缘分也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感谢金牛奖的评委们再一次选择了我，我一定会

在未来继续推荐牛股，回馈广大投资人多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广发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张乐，闫俊刚）

汽车大小票都有机会

感谢金牛奖多年以来对广发汽车研究团队工作的肯定与支持！

汽车行业是早周期的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景气度密切相关，我们团队从2015年9月开始就积极看多年汽车行业2016年

的景气度，坚定认为在管理层政策的呵护下，汽车大票、小票都会有机会。展望2017年，我们认为经济稳增长的逻辑没有变，

2017年汽车产业政策仍然会比较友好，汽车行业机会依然不小。

方正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于特）

贵在精而不在多

自2015年方正汽车研究团队组建以来已连续两个年度获此殊荣，这对我们工作的极大鼓励。

方正汽车研究团队立足于绝对收益，过去一年有且仅推荐6个战略标的：双林、星宇、云意、襄轴、华翔、松芝，平均最高

涨幅达81%，其中双林股份140%、襄阳轴承70%、星宇股份113%、云意电气89%、松芝股份20%、宁波华翔56%。风风雨雨一

年，金牛奖是我们的收获。

未来一年，我们将继续秉持严谨负责的态度，努力为广大投资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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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投资风口

2016

年， 板块轮动规

律显现。

在结构性行情中，任市

场风格变换，真实准确的行

业数据和产业链关系仍是

研究的根基，今年我们一如

既往，兢兢业业，为市场整

理贡献了全面客观的行业

数据库和深入细致的产业

链梳理；同时，审时度势，析

毫剖厘，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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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系列

专题报告，准确把握行业投

资风口。

长江证券-能源行

业研究（含新能源）

小组 （邬博华，马

军，张垚）

机会将向下游延伸

在 过 去 的 一 年 ， 我

们准确把握产业链投资

机会。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机

会将向下游延伸：首先，很

多电动整车厂的市值被低

估， 电动物流车细分车型

增长值得乐观；其次，储能

有望迎来快速增长；最后，

电改已经有所进展，储能+

电改有望形成真正的能源

互联网， 进而带动更为波

澜壮阔的行情。

海通证券-能源行

业研究（含新能源）

小组 （周旭辉，杨

帅，徐柏乔）

新能源每年都有机会

新能源行业乃至能源

行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行业，行业内基本上每年都

会涌现牛股、每年都会出现

行情。 在上一年度，我们围

绕新能源汽车、电改等做了

很多研究工作和价值发掘。

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对六氟

磷酸锂拐点的准确预判。 展

望来年，储能、电改、燃料电

池、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还有

很多投资机会，我们将更努

力地做好研究服务，再接再

厉，勇创佳绩。

安信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小

组（黄守宏，邵晶鑫，

华鹏伟，邹玲玲）

大变局中有大机会

年初以来我们精准把

握了供改行情，强烈推荐

的西山煤电、 潞安环能、

冀中能源、阳泉煤业相对

和绝对收益显著。 未来，

我们将聚焦于智能制造、

电气装备与服务、新能源

领域的产业与企业研究，

特别是更现代化的工程

师公司。

大变局中有大机会，

我们有信心， 为您提供有

质量、有产出的研究成果。

招商证券-能源行

业研究（含新能源）

小组 （柴沁虎，卢

平，游家训）

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

看到我们今年的努力并给

予认可， 同时非常感谢领

导、同事、家人对我们工作

给予的支持。

明年， 我们将不忘初

心，继续勤奋努力，深入行

业研究和个股挖掘，预祝所

有投资者业绩长虹。

兴业证券-能源行

业研究（含新能源）

小组（苏晨）

继续看好

三大领域机会

延续 “重趋势、 抓时

点” 的工作思路，我们在今

年坚定推荐了新能源汽车

的主流行情。

2017年中国汽车投资

从《颠覆时代》走向《强国

之路》，汽车产业正在复制

手机产业的科技趋势和产

业格局。 2017年会继续看好

智能汽车、电动汽车以及自

主品牌整车和零部件崛起

机遇，甚至跨境市场机遇。

海通证券-交运设备

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汽车）小组（邓学）

行业转型升级

造就机遇

汽车行业在国家经济

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开始

向新常态过渡。 行业转型

升级造就了市场机遇，对

于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

行业分析师唯有加倍勤奋

与持续积累， 才能不辜负

众多投资者的信任。

“智能驾驭， 电动未

来” 仍将是我们2017年重

点推荐与研究的方向。

招商证券-交运设

备行业研究 （含新

能源汽车）小组（汪

刘胜，唐楠，彭琪）

三年获奖

是认可更是激励

感谢金牛奖评委会再

次授予我如此殊荣，从

2013

年到

2015

年我已连续三年

获得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

新能源汽车）方向金牛分析

师称号，在我看来，这既是

一种缘分也是对我工作的

最大肯定。

感谢金牛奖的评委们

再一次选择了我，我一定会

在未来继续推荐牛股，回馈

广大投资人多年以来的支

持和厚爱。

国泰君安证券-交

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新能源汽车）

小组（王炎学）

汽车大小票都有机会

汽车行业是早周期的

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景气度

密切相关，我们团队从2015

年9月开始就积极看多年汽

车行业2016年的景气度，坚

定认为在管理层政策的呵

护下，汽车大票、小票都会

有机会。

展望2017年，我们认为

经济稳增长的逻辑没有变，

2017年汽车产业政策仍然

会比较友好，汽车行业机会

依然不小。

广发证券-交运设

备行业研究 （含新

能源汽车）小组（张

乐，闫俊刚）

贵在精而不在多

方正汽车研究团队立

足于绝对收益， 过去一年

仅推荐

6

个战略标的：双

林、星宇、云意、襄轴、华

翔、松芝，平均最高涨幅达

81%

。

风风雨雨一年， 金牛

奖是我们的收获。

未来， 我们将继续秉

持严谨负责的态度， 努力

为广大投资人提供真正有

价值的投资建议。

方正证券-交运设备

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汽车）小组（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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