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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最有“钱”途的氢能和燃料电池股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根据分析师的观点，筛选出目前最值得购买的10只氢能和燃料电池股票。

 随着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寻找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绿色氢和燃料电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氢是宇宙中最
丰富的元素，也是一种强大的燃料来源。它是一种高效、清洁的能源，燃烧时排放接近于零。

 燃料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从氢转化为电能的装置。它们效率很高，没有活动部件，是一种可靠的动力来源。随着不
断的研发，绿色氢和燃料电池可能成为全球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MarketsandMarkets的一份报告，2022年全球绿色氢产业价值为6.76亿美元，预计从2022年到2027年将以61%的复
合年增长率增长，在预测期结束时达到73亿美元的价值。

 预计市场的扩张主要是由太阳能和风能产生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显著下降、电解技术的技术进步以及燃料电池电动汽
车(FCEV)以及发电行业的有利需求趋势所推动的。绿色氢产业面临的一些限制因素包括绿色氢生产的基础设施成本
高昂以及市场不发达。

 报告进一步指出，在细分领域，2022年，交通领域占绿色氢工业的主要市场份额，占其价值的58%。到2027年，交
通领域预计将以63.4%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占绿色氢市场的45.5亿美元。发电领域在2022年占市场价值的8850万美元
，预计从2022年到2027年将以63%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在预测期结束时达到10.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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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sandMarkets的另一份报告估计，2022年全球燃料电池行业的价值为2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增长到91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6.0%。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对清洁和零排放发电的需求激增，以及全球对碳排放的严
格规定。

 全球燃料电池市场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是用作燃料电池催化剂的稀土金属的高成本。与电池技术相比，这使得燃料
电池技术更加昂贵，并可能影响FCEV的销售。

 氢和燃料电池市场是能源行业中一个快速增长的部门。随着对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需求，政府的激励措施，以及越
来越多的氢和燃料电池的应用，预计市场将在未来几年继续经历强劲的增长。

 氢和燃料电池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Air Products&Chemicals，Inc.(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APD)、Bloom Energy
Corporation(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BE)和Plug Power,
Inc.(纳斯达克代码:Plug)等。这些公司正在大力投资研发，以进一步推进氢燃料电池技术，提高产品的效率。

 我们的方法

 在从行业分析报告中获得主要参与者的大致概念后，我们筛选了在绿色氢和燃料电池行业运营公司的股票。我们将
名单缩小到华尔街分析师一致选择的股票，根据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这些股票有很大的上涨潜力。

 平均目标价是用分析师对每只股票12个月目标价的平均值计算出来的。上涨潜力是通过计算平均目标价与截至2月1
0日的股价的百分比变化来计算的。

 我们将这些股票按其上涨潜力的升序排列，并在选择的股票中提到了对冲基金的关注度和主要股东。

 10大最有前途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

 10、康明斯 Cummins Inc.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C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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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32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升潜力：4.43%

 康明斯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柴油和天然气发动机、电动和混合动力系统以及相关部件的供应商。它有五个不同的业务
部门：发动机、配电、零部件、动力系统和新动力。康明斯是氢燃料电池技术的先驱和领导者，其产品用于覆盖了从
商业运输到军事运输移动应用。

 在过去的3个月里，康明斯公司获得了华尔街分析师的2个买入和6个持有评级，以及12个月的目标价。该股的最高
预测为291美元，最低预测为231美元。该股的平均目标价较2月10日246.92美元的股价上涨4.43%。

 今年2月，德意志银行分析师Nicole Deblase将其对康明斯公司的目标价从235美元下调至231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
持有评级。据分析师称，康明斯是最有前途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32家对冲基金做多康明斯，并披露了价值5.264亿美元的头寸。

 9、壳牌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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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39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升潜力：6.48%

 石油巨头壳牌公司(Shell)已经意识到氢和燃料电池技术的潜力。壳牌正在建设其氢和燃料电池项目组合，并有望在
2025年前建成欧洲最大的可再生氢工厂——荷兰氢1号。随着燃料电池和氢技术的进步，壳牌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利
用推动这一市场的长期顺风，根据分析师的说法，它是最好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壳牌公司被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评为“买入”。7位分析师给出了该股12个月目标价，最高预测为79美元，最低预测
为42.04美元。该股的平均目标价较2月10日的61.76美元上涨6.48%。

 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39家对冲基金对壳牌充满热情，持有该公司价值31.1亿美元的股份。

 8、Nel ASA (场外交易市场OTC:NLL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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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不适用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升潜力：8.94%

 Nel ASA是氢和燃料电池技术的先驱。该公司为挪威、美国、丹麦和韩国的可再生能源氢的生产、存储和分配提供
各种服务。Nel通过两个部门运营：Nel氢燃料和Nel氢电解槽。

 该公司的Nel氢燃料公司生产H2Station氢燃料站，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提供航程和加氢能力，效率与传统化石燃料
汽车(如汽车、公共汽车、卡车和叉车等)相媲美。通过其第二部门，Nel生产和安装基于碱性和质子交换膜技术的氢
气电解槽。

 2月7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Arthur Sitbon将Nel ASA从同等权重上调至增持，并将该股目标价从13挪威克朗上调至22
挪威克朗。Sitbon相信Nel有能力在更强劲的绿色氢市场环境中表现突出。

 过去3个月，4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了Nel ASA的12个月目标价格。分析师对该股的普遍评级为“买入”，最高预期
为2.26美元，最低预期为1.42美元。该股的平均目标价较2月10日的1.79美元上涨8.94%。据分析师称，Nel
ASA是最有前景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7、林德 Linde plc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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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56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行潜力：13.03%

 林德集团是工业气体领域的领导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液氢分配系统之一。在2022年第三季度，林德宣布计划在尼
亚加拉大瀑布建造一个工业规模的35MW PEM电解槽。该工厂预计将于2025年投入运营。据报道，该公司处于能源转
型的前沿，已在全球安装了80个氢气电解厂和200多个氢气加气站。

 林德被华尔街分析师一致评为“强力买入”。在过去3个月里，该股获得了13个分析师的“买入”评级，最高目标
价为418美元，最低目标价为300.54美元。该股375.29美元的平均目标价较2月10日的332.04美元上涨了13.03%。

 2月8日，德意志银行分析师David Begleiter将林德公司(Linde
plc)的目标价从355美元上调至385美元，并维持买入评级。林德是分析师认为最有前景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林德股份有限公司是56家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这些投资者披露了价值34.7亿美元的
集体头寸。截至12月31日，Impax资产管理公司是林德最重要的投资者，持有价值9.447亿美元的股份。

 麦迪逊基金在其2022年第四季度的投资者信中对林德公司(Linde plc)这样评价道：

 “林德股份有限公司在强劲的第三季度后，在第四季度股价继续表现强劲。”

 “随着《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通过和能源转型，林德仍然处于有利地位，包括二氧化碳封存机会、气化服务和各
种氢气项目。林德和斯伦贝谢宣布，他们进入了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项目的合作，以加速工业和能源行业的
脱碳解决方案。”

 “这项合作将结合数十年的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经验。此次合作将专注于生产氢气和氨，而二氧化碳是副产品。国
际能源机构估计，为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将需要通过CCUS减少60亿吨二氧化碳。”

 在本季度，林德还宣布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签署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倡议。作为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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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林德承诺将其战略和活动与联合国大会关于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的十项原则保持一致。

 6、杜邦 DuPont de Nemours,Inc.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DD)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45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升潜力：13.67%

 杜邦是全球特种材料行业的领导者。该公司为能源行业提供了大量产品，从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到太阳能
光伏技术、风能技术和燃料电池技术。该股被分析师列为最有前景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较2月10日75.81美元的
股价平均有13.67%的涨幅。

 杜邦公司在过去3个月里获得了华尔街分析师的9个买入评级和4个持有评级。该股的最高预测为103美元，最低预测
为77美元。该股的平均目标价为86.17美元。

 今年2月，德意志银行分析师David
Begleiter将杜邦公司的目标价从80美元上调至82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持有评级。

 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末，杜邦是45个基金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持有该公司价值10.3亿美元的头寸。

 5、Air Products&Chemicals,Inc.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A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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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43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涨潜力：14.07%

 Air Products&Chemicals,Inc.是全球领先的大气气体、工艺气体和特种气体及相关服务提供商。该公司在美洲、亚洲
、欧洲、中东和印度均有业务。该公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氢气供应商之一，运营着100多家氢气工厂，拥有世界上范
围最广的氢气配送网络之一。

 2月2日，BMO Capital分析师John McNulty将其对Air
Products&Chemicals的目标价格从394美元调整为386美元，并保持了该公司股票的跑赢大市评级。Air
Products&Chemicals是分析师目前最有希望买入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在过去3个月里，Air Products&Chemicals从华尔街分析师那里获得了5个买入评级和7个持有评级。该股具有普遍的
买入评级，平均目标价为328.33美元。该股的平均价格目标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上涨14.07%。截至2月10日，该股股价为
每股287.82美元。

 2022年第三季度末，43家对冲基金为做多的Air Products&Chemicals，披露了价值3.942亿美元的头寸。

 4、FuelCell Energy, Inc.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代码:F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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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12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涨潜力：15.16%

 FuelCell Energy, Inc.是固定式燃料电池能源平台的领先制造商，能够实现电力脱碳和氢气生产。该公司主要在美国
、韩国、英国、德国和瑞士运营，服务于各种行业，包括公用事业、工业、医疗保健、数据中心和氢运输等。

 据分析师称，FuelCell Energy是最有希望买入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该股在分析师中具有一致的持有评级，平
均目标价为3.95美元。平均价格目标比当前水平上涨15.16%。截至2月10日，FuelCell
Energy的交易价格为每股3.43美元。

 2022年12月21日，B.Riley分析师Christopher Souther将其对FuelCell
Energy的目标价格从5美元调整为4美元，并保持股票的中性评级。

 2022年第三季度末，12家对冲基金看好FuelCell Energy，并持有该公司价值5700万美元的股份。

 3、布鲁姆能源 Bloom Energy Corporation (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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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24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涨潜力：20.08%

 Bloom Energy专门从事全球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和安装。该公司服务于各种终端市
场，包括数据中心、医院、生物技术和电信设施等。截至2月10日，Bloom
Energy的股价为24.05美元，平均目标价为28.88美元。该股的平均价格目标比当前水平上涨20.08%。

 Bloom Energy是分析师目前最有希望买入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在过去3个月里，该股获得了华尔街分析师的4
个买入评级和4个持有评级，并获得了一致的买入评级。该股的高目标价为35美元，低目标价为22美元。

 今年2月，Truist分析师Jordan Levy将Bloom Energy的价格目标从20美元上调至26美元，并维持对该股的持有评级。Le
vy指出，该公司的燃料电池技术前景“逐渐乐观”，他认为电解槽订单“有意义”，支持该公司的长期增长。

 在2022年第三季度末，Bloom Energy是24位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披露了该公司价值1.785亿美元的头寸。

 2、ITM Power Plc (场外交易市场OTC:ITM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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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不适用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涨潜力：21.15%

 ITM Power专门设计和生产用于欧洲和美国各种应用的氢能系统。该公司还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包括原型开发、
电解设备、电解槽解决方案、储氢解决方案和汽车燃料。ITM
Power是分析师目前最有希望买入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ITM Power在华尔街分析师中获得了一致的持有评级。该股的高目标价为1.76美元，低目标价为1.36美元。该股的平
均价格目标为1.51美元，意味着较当前股价上涨21.15%。截至2月10日，ITM Power股价为1.25美元/股。

 1月23日，摩根大通分析师Patrick Jones将ITM Power
Plc的价格目标从280英镑上调至230英镑，并维持该股的增持评级。

 1、Plug Power,Inc.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代码:P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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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冲基金持有人数量：32

 截至2月10日的平均上涨潜力：97.07%

 Plug Power是清洁、可靠能源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该公司专门为各种行业和领域提供全面的清洁氢和零排放燃
料电池解决方案，包括物流、道路电动汽车、固定电源等。

 今年1月，Cowen分析师Jeffrey Osborne将其对Plug
Power的目标价格从23美元上调至30美元，并重申了该公司股票的表现优于预期。在过去3个月里，Plug Power获得了
华尔街分析师的10个买入评级和1个持有评级。该股在分析师中具有一致的强买入评级，平均目标价为30.27美元。该
股的平均价格目标意味着较当前水平上涨97.07%。截至2月10日，Plug
Power的股价为每股15.36美元，是分析师认为最有希望买入的氢和燃料电池股票之一。

 2022年第三季度末，Plug Power是32位投资者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他们持有该公司价值3.734亿美元的股份。

 （原文来自：Insider Monkey 全球氢能网、新能源网综合）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917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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