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动c19-2

第三名

安信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邹润芳、张仲杰、王书伟）

首先非常感谢中国证券报提供给我们一个难得的展示机会，感谢所有基金公司投研团队对我们团队的支持、青睐和认可，更

要感谢安信证券公司领导的悉心指导和培养，我们团队在新的一年里将以更加饱满的精力和努力回报您们的支持和厚爱！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刻而复杂的“三期叠加” 调整中，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

化期。我们认为机遇大多集中于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优质公司的转型升级，主要是军工、通航产业、智能装备、铁路设备、油服、节能

环保装备、国企改革整合等子行业和主题。

第四名

海通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龙华、熊哲颖、徐志国、胡宇飞）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中国证券报》给我们这样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颁给我们这个奖项。能够获得金牛基金经理们的认可

是海通机械团队的荣耀。

2014年是民营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收购新兴经济资产并实现重组双方和二级市场共赢的一年， 我们认为2015年国企体

系将通过国企改革，通过加强一部分行业、产业退出的方式达到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我们将重点关注体制红利和维持经济相对

繁荣政策下带来的投资机会，并致力于将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各位客户。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希望能以我们团队十几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以我们架构的专业研究体系，准确的抓住隐藏其中

的投资机会，继续取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机动c19-1

高端装备行业

第一名

国泰君安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吕娟、原丁、王浩、黄琨、张润毅）

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各位金牛基金经理！ 简单从机械和军工两个方面进行回顾与展望，一方面，机械行业正如我们2014年

年度策略的判断，不仅成长股继续走强，传统机械更是牛股辈出，展望2015年，我们判断在内有改革转型，外有“一带一路” 的背

景下，机械行业的机会将更多，看好符合转型方向的自动化设备、海工装备等。

最后，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的奖励和肯定，更是对我们的鞭策和责任，感谢长期以来支持和关心我们的朋友，2015年我们

将努力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研究服务。

第二名

东方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佘炜超、徐建花、马枭）

东方证券机械团队很荣幸获得“金牛分析师” 奖项，感谢各方对于我们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

我们始终相信高端装备是人口结构变化、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中国最具禀赋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

未来十年的中国装备行业蕴藏着大量的投资机会。 我们相信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定然是新兴产业，我们也将新兴机械产业作

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无论是机器人、油气油服、节能环保装备，还是智能表计、养护设备、高端农机、云印刷、汽车拆解、光热，我

们均深度研究各细分行业领域的投资机会。

见证和陪伴一个又一个中国机械企业的成长、走向全世界镁光灯的中心，是我们不曾褪色的“中国梦” 。

机动c19-3

第五名

国信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朱海涛、陈玲、成尚汶）

在机械行业，我们一直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与机器人的发展，是市场上最坚定、最深入推荐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链的卖方。

在军工领域，我们提出市场独特的军工定价理论“基本面决定安全边际、重组面决定上涨空间、情绪面决定买入时点” ，我们

认为由于行业的大幅波动，所以军工股的安全价格非常关键，所以军工首重买入价格，再看子行业。 定价理论可有效估算军工股

的安全价格，我们在2014年初依此理论发布多篇行业深度报告、举办国防行业论坛等，在年初军工行业的推荐中取得了良好效

果。

建筑建材行业

第一名

国泰君安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张琨、鲍雁辛、王建）

非常感谢各位金牛基金经理，这个奖项是对我们国泰君安建筑建材团队一年来辛勤工作的最佳鼓励与肯定。

展望2015年，我们认为建筑建材行业可能会继续出现明显的两级分化，我们将继续为您贡献牛股。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金牛

基金经理对于我们的肯定，这个奖项也更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与鼓励，我们会在2015年以更加勤奋努力的态度，为投资者奉献

更好的研究服务，谢谢！

机动c19-4

第二名

中信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曾豪、杨涛、夏天）

在市场中，我们率先提出成熟期国内水泥股投资逻辑框架，从而成功把握住今年的波段走势。 3月中旬，基于“稳增长” 预期

领先市场推动水泥股反弹行情，4月中旬开始态度转向中性。 7月开始，我们强调关注转型与主题两条主线，对转型个股亚泰集团

等推荐比较成功。对价值投资的坚守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期间基于对行业景气的把握，精准的抓住了中国玻纤的反弹行

情。

2015年，我们将继续以价值投资为指引，争取为机构投资者们挖掘出更多投资机会。

第三名

安信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杨涛）

感谢评委授予“金牛奖” 荣誉，本次获奖是一份鼓励与一份监督，新的一年将提供更好的卖方服务，对买方核心股票及时跟

踪、真实情况的客观判断以及根据买方需求安排与上市公司高层小范围和深度的交流，及由此带来买方工作与业绩的提升。

我们力求成为可以帮助上市公司实现业务发展的伙伴。利用在行业和资本市场有限的人脉，大到公司经营战略；小到落实制

度、公告；建立上下游关系承接业务；业内同行交流与协调，行业及资本市场政策变化及解读，帮助上市公司成长创造价值。

机动c19-5

第四名

广发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邹戈、谢璐、唐笑）

尽管行业景气有高低，资本市场有冷暖，但我们严谨客观，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始终不变，扎实的基本面分析一直是我们的

信条。 过去一年里，我们一如既往地对行业的需求、价格、企业经营及盈利动态紧密跟踪，及时发布相关报告。 在行业性机会缺乏

时，力求沙里淘金，重点关注的长海股份、方兴科技等自推荐以来也取得不错收益。

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发自内心地喜悦，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更是由衷地高兴。 最后感谢一路走来各位买方客户和公司

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扎根基本面研究，及时发掘行业和公司的投资机会，尽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第五名

申银万国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王丝语、陆玲玲、张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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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肯定又是鞭策

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

各位金牛基金经理！简单从

机械和军工两个方面进行

回顾与展望，一方面，机械

行业正如我们

2014

年年度

策略的判断，不仅成长股继

续走强，传统机械更是牛股

辈出，展望

2015

年，我们判

断在内有改革转型， 外有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机械

行业的机会将更多，看好符

合转型方向的自动化设备、

海工装备等。

看好新兴机械产业

我们始终相信高端装备

是人口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

升级的必然选择， 也是未来

中国最具禀赋优势和国际竞

争力的产业之一， 未来十年

的中国装备行业蕴藏着大量

的投资机会。 我们相信中国

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定然是新

兴产业， 我们也将新兴机械

产业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

向，无论是油气油服、节能环

保装备，还是养护设备、高端

农机， 我们均深度研究各细

分行业领域的投资机会。

从转型升级中挖掘价值

首先非常感谢中国证

券报提供给我们一个难得

的展示机会，感谢所有基金

公司投研团队对我们团队

的支持、青睐和认可，更要

感谢安信证券公司领导的

悉心指导和培养，我们团队

在新的一年里将以更加饱

满的精力和努力回报你们

的支持和厚爱！

我们认为机遇大多集

中于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优质

公司的转型升级， 主要是军

工、通航产业、智能装备等。

抓住时代变革中的机遇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

《中国证券报》 给我们这样

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颁给

我们这个奖项。能够获得金

牛基金经理们的认可是海

通机械团队的荣耀。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我们希望能以我们团队十

几年来积累的丰富经验，以

我们架构的专业研究体系，

准确的抓住隐藏其中的投

资机会，继续取得客户的信

任和支持！

以"推荐牛股"为己任

在机械行业，我们一直

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与机器

人的发展， 是市场上最坚

定、最深入推荐自动化和机

器人产业链的卖方。

在军工领域，我们提出

市场独特的军工定价理论

“基本面决定安全边际、重

组面决定上涨空间、情绪面

决定买入时点”， 我们认为

由于行业的大幅波动，所以

军工股的安全价格非常关

键， 所以军工首重买入价

格，再看子行业。

奉献更好的研究服务

非常感谢各位金牛基

金经理，这个奖项是对我们

国泰君安建筑建材团队一

年来辛勤工作的最佳鼓励

与肯定。 展望

2015

年，我们

认为建筑建材行业可能会

继续出现明显的两极分化，

我们将继续为您贡献牛股。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金牛基

金经理对于我们的肯定，我

们会在

2015

年以更加勤奋

努力的态度，为投资者奉献

更好的研究服务，谢谢！

以价值投资为指引

在市场中， 我们率先提出

成熟期国内水泥股投资逻辑框

架， 从而成功把握住今年的波

段走势。

3

月中旬，基于“稳增

长” 预期领先市场推动水泥股

反弹行情，

4

月中旬开始态度转

向中性。

7

月开始，我们强调关

注转型与主题两条主线， 对转

型个股亚泰集团等推荐比较成

功。 对价值投资的坚守是我们

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 期间基

于对行业景气的把握， 精准地

抓住了中国玻纤的反弹行情。

帮助公司实现业务发展

感谢评委授予 “金牛

奖”荣誉，本次获奖是一份

鼓励与一份监督，新的一年

将提供更好的卖方服务，对

买方核心股票及时跟踪、真

实情况的客观判断以及根

据买方需求安排与上市公

司高层小范围和深度的交

流，以及由此带来买方工作

与业绩的提升。

我们力求成为可以帮

助上市公司实现业务发展

的伙伴。

做出有价值的研究

尽管行业景气有高低，资

本市场有冷暖，但我们严谨客

观，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始终

不变，扎实的基本面分析一直

是我们的信条。 过去一年里。

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我们发自

内心地喜悦， 得到大家的认

可，我们更是由衷地高兴。 最

后感谢一路走来各位买方客

户和公司领导对我们工作的

大力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扎根基本面研究，及时发掘行

业和公司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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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水泥时代的投资逻辑

看好水泥

2015

年新亮

点，国企改革和环保政策推

进。我们认为本轮国企改革

通过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混

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实行现

代企业制度等为企业发展

带来的新活力。我们认为随

着国家高层的逐步重视后

续实质性政策有望加快，未

来有望打造百亿级市场。区

域而言看好华东地区，基建

需求稳增长拉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