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电子行业研究

第一名：安信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赵晓光、郑震湘、邵洁）

以传统佣金模式看，卖方发展模式遇到显著的瓶颈，这也是卖方格局不稳定、卖方分析师职业周期短、卖方价值被压制的核心原因；而以互联网平台思维看，如果能搭建产业———资本平台，更好地整合资源为产业和公司的成长做出贡献，卖方的价值不可限量。

中国各个产业发展到了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产业被大数据和互联网侵蚀，而人和机器的根本区别是创造性的思考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传统产业需要转型、新兴行业需要创新，都离不开整合。 整合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并购，这也是过去两年如火如荼的趋势;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对人、技术、渠道的整合 ;第三个层次是战略整合。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以产业平台的新模式，整合从产业专家、上下游公司、咨询公司、媒体、新三板、pe到上市公司和二级市场的全方位资源，将为产业成长做贡献当做自身使命，为客户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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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国泰君安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 (毛平、熊俊、袁煜明、牟卿、刘泽晶、张晓薇、熊昕、范国华 )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 ，非常感谢各位金牛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和认可 ！

2014年是成长股的牛市，整个 TMT行业牛股横飞 。 我们成功把握了一些领域和个股，为很多投资者赢得了超额收益；但同时也错过了很多，需要我们总结和反思，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TMT产业技术更迭日新月异，线索繁杂个股差异很大，对我们而言既是压力，也是鞭策我们不断学习和奋进的动力。 希望来年能够为投资者更清晰和长远地把握产业发展的趋势和脉络，为投资者赢得更多的、放心的投资回报，以不辜负金牛奖的厚爱。

我们认为 2015年软硬融合，同时赶上监管层对并购转型的支持，将是TMT行业投资机会的最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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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鄢凡 、黄瑜）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客户、朋友以及招商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们 。 这么多年，招商电子一直维持了务实的研究风格：重视基本面深度研究和产业链验证，独立思考不跟风 ，实事求是不浮夸 ，对于挖掘的大趋势和拐点股票坚定推荐。

正是这种坚持，我们团队在2014年迎来收获的一年：我们精准把握住了电子行业的变局和分化行情，率先底部挖掘了机构增仓和赚钱最多的两只翻倍大市值电子龙头立讯精密和大族激光，并深度跟踪和坚定推荐 ，作为首推组合显著跑赢同行。 此外还有生益科技、洲明科技、兴森科技、安居宝、漫步者等等很多可圈可点的中小票，我们亦对汽车电子、LED、半导体等做了很多深度研究和论坛沙龙活动。

展望2015年，我们认为苹果新入者、零部件增量创新（Type-C、指纹和无线充电）、半导体（IC设计、先进封装和材料设备）以及智能汽车 /家居将是重要战略布局方向，我们将再接再厉，争取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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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广发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彭琦 、许兴军）

这次能在金牛奖中获得名次，最先要感谢的是研究所领导对我们小组长期的信任和支持 。 在去年，由于团队自身的一些问题，部分组员产生了退出的想法 ，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使我们重燃信心，也是今天能够取得成绩的最重要保证。

电子行业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机会很多，高手也很多，为了能够给客户带来更加有附加值的服务 ，两位组员做出了很多牺牲。 一位组员今年刚刚为人父，却因工作需要一直在外出差，一个月都难得看到自己的小孩一次，这种为工作而舍弃的精神让人感动。 而另一位同事也是放弃了条件优厚的在PE发展的机会，选择加入我们团队，做着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分析工作 。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新的一年我们将秉持客观的研究态度，深入挖掘各股 ，给客户带来更高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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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中信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 (张帆 、王少勃 、张振 )

“金牛证券分析师 ” 代表着资本市场中最优秀的机构投资人对卖方证券分析师的肯定，能够获此殊荣我们深感荣幸，衷心感谢参与评选的各位优秀机构投资人对中信电子研究团队的支持和鼓励。

中信电子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团队 ，依靠大家的信任、帮助和包容，一路成长至今，并在过去一年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独家挖掘“环旭电子、佛山照明、飞乐音响、华灿光电” 四只原创性个股，领先市场 2—4个月推荐并保持市场最紧密的跟踪 ，自推荐以来四只个股平均录得80%的涨幅。 年内，我们共发布了170多篇研报和500多封邮件 ，上门和电话路演 500余场，组织了60余场联合调研和20场电话会议，实现了对消费电子、汽车电子、集成电路和安防领域的全覆盖 。

细分众多、快速变化是电子行业的魅力所在，大量机会和陷阱并存使深入准确的基本面研究至关重要。 今后，我们将依托深厚的行业资源和深入的产业理解，努力为机构投资者贡献更多牛股、提供更强的研究服务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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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统佣金模式看， 卖方

发展模式遇到显著的瓶颈，这

也是卖方格局不稳定、 卖方分

析师职业周期短、 卖方价值被

压制的核心原因； 而以互联网

平台思维看， 如果能搭建产

业———资本平台， 更好地整合

资源为产业和公司的成长做出

贡献，卖方的价值不可限量。

中国各个产业发展到了关

键时期， 越来越多的产业被大

数据和互联网侵蚀， 而人和机

器的根本区别是创造性的思考

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传统产

业需要转型、 新兴行业需要创

新，都离不开整合。整合分三个

层次

:

第一个层次是并购，这也

是过去两年如火如荼的趋势

;

第二个层次是企业对人、技术、

渠道的整合

;

第三个层次是战

略整合。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以产业

平台的新模式， 整合从产业专

家、上下游公司、咨询公司、媒

体、 新三板、

pe

到上市公司和二

级市场的全方位资源， 将为产

业成长做贡献当作自身使命，

为客户创造价值。

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客

户、朋友以及招商研究所的领

导和同事们。 这么多年，招商

电子一直维持了务实的研究

风格：重视基本面深度研究和

产业链验证， 独立思考不跟

风，实事求是不浮夸，对于挖

掘的大趋势和拐点股票坚定

推荐。

正是这种坚持，我们团队

在

2014

年迎来收获的一年：我

们精准把握住了电子行业的

变局和分化行情， 率先底部

挖掘了机构增仓和赚钱最多

的两只翻倍大市值电子龙头

立讯精密和大族激光， 并深

度跟踪和坚定推荐， 作为首

推组合显著跑赢同行。 此外

还有生益科技、洲明科技、兴

森科技、安居宝、漫步者等等

很多可圈可点的中小票 ，我

们亦对汽车电子、

LED

、 半导

体等做了很多深度研究和论

坛沙龙活动。

展望

2015

年，我们认为苹果

新 入 者 、 零 部 件 增 量 创 新

（

Type-C

、指纹和无线充电）、半

导体（

IC

设计、先进封装和材料

设备） 以及智能汽车

/

家居将是

重要战略布局方向， 我们将再

接再厉， 争取为客户创造更多

价值。

这次能在金牛奖中获得

名次，最先要感谢的是研究所

领导对我们小组长期的信任

和支持。 在去年，由于团队自

身的一些问题，部分组员产生

了退出的想法，而领导的大力

支持和信任使我们重燃信心，

也是今天能够取得成绩的最

重要保证。

电子行业是一个竞争非

常激烈的行业，机会很多，然

而高手也很多， 为了能够给

客户带来更加具有附加值的

服务， 两位组员做出了很多

牺牲。

一位组员今年刚刚为人

父， 却因工作需要一直在外

出差， 一个月都难得看到自

己的小孩一次， 这种为工作

而舍弃的精神让人感动。 而

另一位同事也是放弃了条件

优厚的在

PE

发展的机会 ，选

择加入我们团队， 做着大量

的基础研究和分析工作。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

,

新的

一年我们将秉持客观的研究

态度，深入挖掘各股，给客户

带来更高的附加值。

三年时间， 一个完整的轮

回， 从满意到失意， 再从失意

重回满意。 人生就是一个个轮

回， 重复这似曾相识的故事，

最终沉淀下来的， 是对人性的

理解。 卖方研究， 看上去很光

鲜。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入

行几年， 出类拔萃做到年薪百

万甚至数百万的比比皆是。 需

知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 这是

一个充分甚至过度竞争的行

业。 年中总结会上， 老板说过

一句话： 卖方研究入行两三

年， 如果还没点动静的话，说

明你不适合这个行业， 应该趁

早转行。 你看， 这就是卖方研

究， 上位或者出局就在一线

间。 行业激励机制到位的同

时， 充分竞争导致行业争夺态

势激烈甚至可谓残酷， 每个人

都行色匆匆， 谁都不想成为下

一个被干掉的对象。 不管你是

谁， 进了这个门， 就得把以前

的荣耀和成就都放下， 一切，

从零开始。

最后，送您一个段子：

有机构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凶险，岂能没有一技傍身？

据前辈口口相传， 在那遥远的

地方， 有一群苦逼的策略分析

师，日出而作，月落不息，苦练

《葵花宝典》和《屠龙刀法》，希

望有朝一日能够一举发威、技

惊四座。 能入行的，没有笨人。

能入门的，没有懒人。 想拿奖？

唯有能拼命的猛人。

“金牛证券分析师”代表着

资本市场中最优秀的机构投资

人对卖方证券分析师的肯定，

能够获此殊荣我们深感荣幸，

衷心感谢参与评选的各位优秀

机构投资人对中信电子研究团

队的支持和鼓励。

中信电子是一个相对年轻

的团队， 依靠大家的信任、帮

助和包容， 一路成长至今，并

在过去一年取得了令人骄傲

的成绩：独家挖掘“环旭电子、

佛山照明、飞乐音响、华灿光

电”四只原创性个股，领先市

场

2

—

4

个月推荐并保持市场

最紧密的跟踪，自推荐以来四

只个股平均录得

80%

的涨幅。

年内， 我们共发布了

170

多篇

研报和

500

多封邮件， 上门和

电话路演

500

余场， 组织了

60

余场联合调研和

20

场电话会

议，实现了对消费电子、汽车

电子、集成电路和安防领域的

全覆盖。

细分众多、 快速变化是电

子行业的魅力所在， 大量机会

和陷阱并存使深入准确的基本

面研究至关重要。 今后，我们将

依托深厚的行业资源和深入的

产业理解， 努力为机构投资者

贡献更多牛股、 提供更强的研

究服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