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主编 于德良 责 编 吴 澍 制 作 朱玉霞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BB112022年6月25日 星期六 MARKET OBSERVATION市场观察

编者按：跌宕起伏的上半年即将过去，上证指数在经历艰难的3000点保卫战后，目前成功站上3300点。下半年A股将如何演
绎？市场的投资机会在哪里？记者通过对各大券商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梳理发现，新能源行业成为机构最看好的主要赛道之
一。本专题分别从新能源产业的政策、细分领域、市场表现、投资机会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以飨读者。

新能源板块月内上涨近10% 探寻下半年赛道股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 颖 见习记者 任世碧

新能源赛道受热捧，与接连不断的
利好政策密切相关。

政策助行业加速发展

6月24日，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正式发
布。其中提出“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清洁
能源运输工具”；6月16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举行6月份新闻发布会，表示将抓
紧开工建设一批核电、水电项目，加快
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5月 30日，国务院
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方案》，其中提出，要实现到
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
达到 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加快构建
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融智投资基金经理助理刘寸心表示，

“新能源产业发展有两方面利好支持：
首先，发展新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新
能源行业成长空间较大、确定性较高，
未来 3年至 5年，新能源行业将保持高
速增长态势；其次，政策是新能源发展
的重要推手，近年来国家针对新能源行
业持续出台利好政策，未来国家对新能
源行业的扶持力度将有增无减。”

新能源产业主要包括光伏、风电、储
能等细分赛道。在光伏行业发展方面，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
雳对记者表示，“5月份我国光伏新增装
机规模大超预期，主要缘于政策大力扶
持，叠加欧洲市场需求旺盛，价格接受度
较高。长期来看，海外市场需求、国内分
布式装机需求有望持续旺盛，叠加风光

大基地项目持续推进，光伏产业链景气
度有望持续向上。”

在风电行业发展方面，陈雳表示，
近期招标规模持续加速，为风电装机需
求提供有力支撑，风光大基地项目和海
上风电项目进入加速推进阶段，叠加风
机单价下行的趋势，风电行业未来发展
空间较大。

对于储能行业发展，陈雳认为，“随
着双碳目标成为全球共识，新能源占比
持续提升，叠加全球能源价格大涨，储
能行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行业景气度有望持续上升

对于下半年投资机会，中原证券分
析认为，全球能源大变革，欧美加快推
进新能源革命进度；从国内来看，政策
持续加码新能源行业，建议下半年继续
聚焦新能源领域。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告诉
记者，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链成熟，以

光伏、风能为代表的新能源逐渐替代
传统石化能源，成为产业发展方向。
在政策大力支持下，我国新能源行业
市场规模迅猛发展，行业景气度有望
持续上升。

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1月份至5月份，光伏累计新增装
机23.71GW，同比增长139.25%；1月份
至5月份国内风电新增装机10.82GW，
同比增长39%。

今年以来，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
影响，欧洲国家加快可再生能源替代传
统能源进度，海外市场需求超预期。据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1月份至5月份，太
阳能电池片共计出口374万吨，同比增
长 62.5%。其中，5月份太阳能电池片

共计出口 85万吨，同比增长 68.7%，环
比增长25.0%。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
龙对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风电、光伏
发电量占比为 13.4%，而根据相关规
划，到 2060年碳中和实现时,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或将达到 80%以上。这意
味着新能源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预
计将产生1万亿元的市场商业价值。

新能源产业获政策持续加码 未来有望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张 颖 见习记者 楚丽君

近几年，在多重利好因素影响下，
新能源概念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出现
了一定增长，部分公司盈利能力凸显。

在此背景下，新能源产业也被A股
投资者重点关注，虽然今年前几个月该
板块有所回调，但近期，新能源板块重
获资本市场热捧，走出了一波强势行
情。下半年新能源板块能否保持强势？

14家公司
去年净资产收益率超20%

去年以来，新能源概念相关上市公
司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同花顺数据显
示，新能源板块内的 166家公司，有 95
家公司去年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83家公司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
同比增长。综合来看，有58家公司去年
归母净利润和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
实现“双增长”，业绩表现优秀。

德邦证券在其研究报告中表示，光

伏设备行业相关公司业绩增速持续维
持高位。这主要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
是受“双碳”政策驱动，光伏平价背景
下，下游扩产积极性不断提升，二是行
业技术升级带动设备及材料更新换代
频率提升。

作为判断一家公司经营能力强弱的
重要指标之一，净资产收益率是投资者
重点关注的指标。在新能源板块内，有
132家公司2021年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占
比79.52%，有14家公司2021年净资产收
益率高于20%，展现出较强的经营能力。

此外，新能源相关上市公司对研发
投入非常重视。在新能源板块内，有
15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去年研发投入
总额，合计达 1015.36 亿元。其中，有
14家公司去年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均超20%。

超六成新能源概念股
月内跑赢大盘

近期，随着市场回暖，新能源板

块也逐渐走强。同花顺数据显示，6
月份以来，截至6月24日收盘，新能
源板块期间累计上涨9.95%，大幅跑
赢 同 期 上 证 指 数（期 间 累 计 上 涨
5.13%），板块内有102只个股跑赢上
证指数，占比超六成。今年前几个
月新能源板块出现较大回调，但总
体来看，年内新能源板块整体下跌
11.60%。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融智投资基金经理胡泊表示，高景
气的新能源赛道是近期反弹的主线，
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因
为该板块前期调整比较充分；另一方
面，新能源是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
叠加多家新能源相关上市公司业绩
表现亮眼、未来值得期待，从基本面
上给新能源板块的上涨提供了支撑。

止于至善基金总经理何理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
来，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后，新能
源电池及四大材料等细分领域的估值
远小于历史均值。

部分新能源概念股还获得了融
资客的青睐。6 月份以来，截至 6 月
23 日，共有 57 只新能源概念股获融
资客买入，其中，有 22 只个股期间融
资净买入额均超过 1 亿元。比亚迪、
阳光电源、北方华创等 3 只个股融资
净买入额居前三，均超 6亿元，分别为
16.48亿元、8.10亿元、6.85亿元。

投资机会方面，何理表示，从新能
源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来看，整个板块
仍具备长期配置价值。2021年新能源
赛道的整体贝塔属性很强，大多收获了
较大涨幅。随着产业进一步发展，一些
竞争力较差的公司会被逐渐淘汰，而具
备技术实力、资金实力、综合竞争力强
的新能源龙头企业会走出独立的阿尔
法行情。

持有相对谨慎观点的胡泊认为，后
续随着资金不断涌入，新能源板块整体
表现值得期待，但相关个股可能已处于
相对较热的状态，近期或出现一定调
整。但整体来看，新能源板块依旧极具
投资价值。

新能源类公司业绩可期 基本面支撑投资逻辑

本报记者 姚 尧

俗话说“龙头不倒，行情不止”。6
月份，多只新能源概念龙头股表现亮
眼。记者据同花顺数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6月24日，集泰股份、京山轻机、宁德
时代等19只新能源概念龙头股本月均
上涨。其中，集泰股份和京山轻机期间
累计涨幅均超过100%。

“当板块成为热点时，在赚钱效应
下，龙头股容易吸引机构、游资、散户的
注意力，从而带动板块内其他个股上
涨。”广州国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周权庆对《证券日报》如是说。

龙头股月内全线上涨

《证券日报》记者对上述19只新能

源龙头股进行梳理后发现，有两个特征
值得投资者关注。

首先，这些公司业绩普遍较好。
在 19只龙头股中，2022年第一季度共
有 13家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达68.42%。

值得关注的是，有 6 家公司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双增长”，占比超
三成。其中，大连重工、永福股份、国
电南瑞、宝馨科技等 4 家公司 2022 年
第 一 季 度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率 均 超
50%。

其次，对于上述新能源领域龙头
公司，机构积极持仓。截至 2022年一
季度末，共有 8 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中出现社保基金、养老基金、
险 资 和 QFII 基 金 身 影 ，占 比 为
42.11%。其中，国电南瑞还获得两家

以上机构共同持仓。

券商重点推荐3只个股

最近 30日内，在 19只新能源龙头
股中，有 5只个股获机构“买入”或“增
持”等看好评级。宁德时代、隆基绿能、
大金重工等3只个股多次获看好评级。

作为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系统提
供商，宁德时代不但生产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系统,而且在储能系统的研发和
生产方面也具有较大优势。天风证券
表示，宁德时代 2021年实现锂离子电
池销量 133.41GWh，同比增长 185%。
其中，储能系统实现收入 136亿元，同
比增长 601%；锂电材料实现收入 155
亿元，同比增长351%。

2022 年第一季度，受原材料大幅

涨价等因素影响，宁德时代毛利率环比
下滑明显。但天风证券认为，受制于原
材料涨价，公司短期业绩承压，但竞争
力依旧，维持买入评级。

隆基绿能主要从事单晶硅棒、硅
片、电池和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中原证券表示，隆基绿能单晶组件销
量、市场占有率、品牌影响力均位列全
球首位在亚太、欧洲等地区的市占率已
实现领跑。2022年隆基绿能组件出货
量预计仍将维持全球领先。

在全球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大金重
工是第一梯队企业，也是风电塔筒行业
的龙头企业。东吴证券表示，大金重工
主业聚焦风电塔筒，产品包括海、陆风
电塔筒及海风基础。考虑行业景气度
上升，看好公司长期发展，给予“买入”
评级。

超四成新能源龙头被机构持仓 宁德时代等获看好评级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张晓玉

进入 6 月份，随着天气逐渐炎
热，民用电需求回升，我国逐步进入

“用煤旺季”。另外，近几日钢材价格
大幅下调，山西、河北等多地钢厂也
陆续开始自主性减产，焦炭价格承压
下行。在 6月 21日钢企对焦炭价格
提降300元/吨落地后，6月23日有个
别钢企提出二轮提降，对焦炭提降
200元/吨。

另外，据生意社监测数据，6月
23日山东港口焦炭市场价格下调，
港口准一级出库价约为 3000 元/吨
至 3050 元/吨，一级出库价为 3100
元/吨至 3150 元/吨，市场情绪偏观
望，交投冷清。其中，日照港准一级
冶金焦主流现货价格 3000元/吨，下
降100元/吨。

对于钢厂下调价格的原因，中
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国家层面来看，为了保障制造业
发展，能源部门和上游重化工业部
门要适当向制造业让利。此外，从
期货盘面来看，最近焦炭价格大幅
下跌或是钢厂下调采购价格的另一
原因。

钢厂再次下调焦炭价格
有焦企将考虑新增限产

近期，多个钢厂下调焦炭采购价
格。据生意社监测数据，6月17日宁
夏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焦炭
采购价格提降 200 元/吨，开启焦炭
第一轮提降，6月18日山西建龙等钢
厂对焦炭采购价格提降300元/吨。
6月20日，河北地区钢厂对焦炭采购
价提降300元/吨。

在第一轮提降后，中焦协市场委
员会6月20日会议提出全面限产、暂
停煤炭采购。建信期货黑色产业研
究主管翟贺攀表示，若本轮提降落
地，对焦企而言意味着将不得不亏损
生产，在此背景下，中焦协召开了本
次视频会议，提出“坚持亏损不生产，
没有利润不销售的原则”。

在焦炭价格首轮下调落地后，部
分地区钢厂开启第二轮下调。Mys⁃
teel调研数据显示，6月23日，山西个
别钢厂提出，对焦炭价格进行第二轮
提降，下调 200元/吨，主流钢厂暂无
响应。

IPG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钢厂纷纷

下调焦炭价格，一方面缘于钢厂控制
产能，导致对焦煤需求下降，另一方
面也与去年冬季以来，煤炭产能释放
后焦煤供求关系缓和有关。”

焦炭价格下降对焦企上市公
司有何影响？山西焦化 6 月 23 日
在投资者平台回复称，“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焦炭生产装置满负荷
运行，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销售以
市场为前提，各类产品销售价格随
行就市，根据市场变动及时调整销
售价格”。

安泰集团 6月 23日在投资者平
台回复称，公司 2022年计划生产焦
炭220万吨。从目前市场来看，今年
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目前无法准确预
计公司全年营业额，煤炭是公司炼焦
的主要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
致生产成本增加，进而对公司焦炭产
品的盈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影响程
度要看焦炭产品同期销售价格的调
整情况。

焦炭市场跟随焦煤走弱
价格或将继续下行

事实上，当前焦炭市场面临的压
力来源于钢材端。钢材市场呈现出
低利润、低需求、高产量、高库存的特
点，价格持续下跌。受此影响，焦炭
价格已经历多轮提降。

业内人士表示，原材料端价格
相对强势，使焦企利润走低至盈亏
线以下。由于钢价低迷，下游钢厂
利润也有所承压，钢厂因此有意打
压焦价，钢厂低利润压力向焦炭传
导。

格林大华期货表示，在吨焦普遍
亏损 200元至 300元的情况下，若对
焦炭价格的第二轮提降落地，焦企将
增大限产力度，扩大限产范围。

国泰君安期货煤焦高级研究
员金韬表示，从供需来看，焦炭价
格会跟随焦煤价格走弱。市场的
分歧在于煤焦下跌的节奏，从节奏
而言，钢厂利润波动周期以及钢厂
对原料的补库周期，会导致焦炭价
格、焦煤价格在下行趋势中的节奏
出现反复。

信达期货表示，近几日各地钢
厂仍在陆续限产，能够促使焦炭需
求预期发生改变的强力刺激政策仍
未出现，支持下跌趋势反转的因素
尚不成熟。预计 7月份之前原料端
特别是焦煤价格依然会维持向下趋
势，焦炭价格大概率会跟随焦煤价
格向下。

焦炭价格首轮下调落地

部分地区钢厂开启第二轮下调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时隔5个月，“茅王”股价重新站
上2000元。

6 月 24 日上午，贵州茅台股价
盘中强势拉升，一度突破 2000 元/
股 ，截 至 当 日 收 盘 ，股 价 报 收
2009.01 元/股，涨 2.65%，最新市值
2.52 万亿元。而在此前，贵州茅台
于 1月 6日股价盘中下挫，失守 2000
元大关。

从消息面来看，昨日晚间，贵州
茅台发布关于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2.28
亿元，约占 2021年净利润的 51.9%，
较上年年度分红总额增加近 30 亿
元，为贵州茅台史上总额最高的一次
分红。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显示，自
2001年上市以来，贵州茅台累计现
金分红总额达 1485.81亿元，分红率
为45.66%。

业绩方面，2021 年贵州茅台营
业总收入首破千亿元大关，实现
1094.64 亿元，同比增长 11.71%；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24.60

亿元，同比增长 12.34%。贵州茅台
董事长丁雄军日前在股东大会上透
露，公司今年的经营目标为实现营收
1259亿元，增速15%左右。

同贵州茅台一样，在经历一段
时间的大幅回调后，近期白酒板块
集体进入上升通道。数据显示，6
月 24 日，白酒板块收涨 0.87%，除
贵州茅台之外，五粮液、舍得酒业、
泸州老窖、水井坊、洋河股份、古井
贡酒等个股均收涨。数据显示，6
月 份 以 来 白 酒 指 数 区 间 涨 幅 达
7.45%。

群益证券亦持续看好贵州茅
台的强品牌力以及改革带来的业
绩释放，群益证券认为，去年以来
贵州茅台在产品结构优化方面加
快步伐，陆续推出珍品茅台、茅台
1935、100ml 装 53 度飞天茅台等一
系列新产品，对千元以上各价格段
进行更精准定位。此外，公司在近
期跨界推出茅台冰淇淋，实现营销
扩圈，数字化营销平台“i 茅台”也
上线了多款非标产品及系列酒。
公司释放的信号显示出内外改革
加速、发展道路指引清晰，有望推
动业绩增长。

茅台推史上最大力度现金分红

时隔5个月股价重回2000元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