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广发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杨志清、张亮）

2014年，我们以为客户获取绝对收益为出发点，通过基本面研究和量化方法相结合的策略，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支持，金牛奖获得名次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研究得到了客户认可。 展望明年，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所有支持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与研究支持，也祝愿所有客户投资获得好回报。

第二名：宏源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瞿永忠、刘攀、王滔）

在本着追求核心价值的指导下，在透视经济发展阶段规律之下，2014年我们专注于现代物流和铁路产业链的研究和公司挖掘，取得了不少杰出成果。 同时，我们建立交运数据看经济模型，为市场提供草根经济走向判断支持。 我们摒弃墨守成规的传统交运行业研究方法，主动出击，贯穿产业链研究，努力挖掘市场机会，创造了行业内最多的研究价值。

第三名：国泰君安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郑武、岳鑫、糜怀清）

过去九年，国泰君安交运团队一直致力于做基本面研究最有深度的团队。 我们不愿意撒网式推荐，而是追求绝对收益，每年只推荐很少股票。 绝对收益并非我们可以用客观方法推导的价格，我们无法保证绝对收益的结果，但承诺坚持绝对收益的内心目标。 我们的假设是，买方的业绩就是我们的业绩 ，买方的风险也是我们的风险。

第四名：兴业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纪云涛 、王品辉 、张晓云）

过去一年，交运行业完成了屌丝向高富帅的逆袭 ，我们也有幸把握住了这次机会，成功向机构投资者推荐了港口 、航运、公路、铁路等板块。 非常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支持，感谢中证报给我们这个平台，感谢领导以及队友们的支持。

第五名：中信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刘正、苏宝亮、周俊）

今年以来 ，我们立足转型，拓展互联网物流研究领域，把握价值个股投资机遇。 在传统交通运输企业转型方面，成功推荐华北高速和宜昌交运等领先转型公司；在互联网物流等新兴领域，率先挖掘化工电子交易平台保税科技、跨境电商物流外运发展和智能物流最后一公里终端三泰电子等公司，并以深度报告形式首家推荐受益迪士尼的锦江投资。 为客户发现投资机会，我们将一如既往专注交通运输领域的研究。

商业贸易行业研究

第一名：海通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路颖、汪立亭、李宏科、潘鹤）

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活跃涌现和传统模式自我改革救赎的时代，是零售产业变革转型的开端，也是零售业研究者们以新思维构建新框架和新思路的时代。 我们将一如既往凭借扎实研究和广阔视野，与各位投资者一道挖掘价值。

第二名：中信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赵雪芹 、周羽、孙洋）

八载耕耘 ，我们坚守价值研究，深知赚到钱才是硬道理。 2014年在投资者的支持和信任下，我们继往开来 ，宁心明志，为投资者提供看得懂 、买得到、赚得稳的长牛票。 我们深耕基本面研究，今年以10篇重磅中概美股深度报告打造最具全球视野的中国零售研究团队；我们勤奋服务机构客户，全年举办5次百人以上大型投资论坛及60余次交流会。

第三名：广发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欧亚菲 、洪涛）

2014年传统零售业态表现持续低迷，我们延续淡化板块、精选个股的思路，并从产业链角度，继续坚持中概股、零售新业态、移动互联转型、国企改革主题等特色研究，引领行业寻找未来之星。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移动互联 、商品经营转型、零售新业态、国企改革等特色行业与主题的研究力度。

第四名：国泰君安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訾猛、童兰 、林浩然）

国企改革大背景下的行业变革仍将是2015年的主基调，行业投资机会大概率将从以下领域产生：国企改革贯穿行业始终，PC和移动电商推动社会渠道效率大幅改善，商业地产金融工具逐渐松绑，经营寒冬倒逼企业战略转型提速。

第五名：中金公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郭海燕 、钱炳、樊俊豪）

2015年零售行业依然面临盈利压力，主要体现在消费疲软、渠道分流、租金人工成本的刚性上涨方面，维持“行业整体中性，关注结构性机会”的观点，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消费数据有望同比回暖，同时板块估值已处于底部 ，防御价值凸显 。 建议关注三条投资主线 ：商业模式领先，具备经营优势类个股；主题投资关注国企改革、迪斯尼、并购整合；低估值受益沪港通类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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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板块 精选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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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板块、 精选个股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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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中概股、零售新业态、

移动互联转型、 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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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对收益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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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获取绝对收益为出发

点，通过基本面研究和量

化方法相结合的策略，提

供了较好的研究支持，金

牛奖获得名次也从一个

方面说明我们的研究得

到了客户认可。 展望明

年，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所

有支持我们的客户提供

更好的服务与研究支持，

也祝愿所有客户投资获

得好回报。

专注现代物流

和铁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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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下， 在透视经济发展

阶段规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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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现代物流和铁路产业

链的研究和公司挖掘， 取得

了不少杰出成果。同时，我们

建立交运数据看经济模型，

为市场提供草根经济走向判

断支持。 我们摒弃墨守成规

的传统交运行业研究方法，

主动出击，贯穿产业链研究，

努力挖掘市场机会， 创造了

行业内最多的研究价值。

买方风险就是我们的风险

过去九年， 国泰君安

交运团队一直致力于做基

本面研究最有深度的团

队。 我们不愿意撒网式推

荐，而是追求绝对收益，每

年只推荐很少股票。 绝对

收益并非我们可以用客观

方法推导的价格， 我们无

法保证绝对收益的结果，

但承诺坚持绝对收益的内

心目标。 我们的假设是，买

方的业绩就是我们的业

绩， 买方的风险也是我们

的风险。

立足转型 把握价值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转

型，拓展互联网物流研究领

域， 把握价值个股投资机

遇。在传统交通运输企业转

型方面，成功推荐华北高速

和宜昌交运等领先转型公

司；在互联网物流等新兴领

域，率先挖掘化工电子交易

平台保税科技、跨境电商物

流外运发展和智能物流最

后一公里终端三泰电子等

公司，并以深度报告形式首

家推荐受益迪士尼的锦江

投资。

继往开来 宁心明志

八载耕耘，我们坚守价

值研究， 深知赚到钱才是硬

道理。

2014

年在投资者的支

持和信任下，我们继往开来，

宁心明志，为投资者提供看

得懂、买得到、赚得稳的长

牛票。 我们深耕基本面研

究，今年以

10

篇重磅中概美

股深度报告打造最具全球

视野的中国零售研究团队；

我们勤奋服务机构客户，全

年举办

5

次百人以上大型投

资论坛及

60

余次交流会。

新思维构建新框架

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活

跃涌现和传统模式自我

改革救赎的时代，是零售

产业变革转型的开端，也

是零售业研究者们以新

思维构建新框架和新思路

的时代。 我们将一如既往

凭借扎实研究和广阔视

野，与各位投资者一道挖

掘价值。

行业变革

是2015主基调

国企改革大背景下的

行业变革仍将是

2015

年的

主基调， 行业投资机会大

概率将从以下领域产生：

国企改革贯穿行业始终，

PC

和移动电商推动社会渠

道效率大幅改善， 商业地

产金融工具逐渐松绑，经

营寒冬倒逼企业战略转型

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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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捕捉逆袭机会

过去一年， 交运行业

完成了屌丝向高富帅的逆

袭， 我们也有幸把握住了

这次机会， 成功向机构投

资者推荐了港口、航运、公

路、铁路等板块。非常感谢

各位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

支持， 感谢中证报给我们

这个平台， 感谢领导以及

队友们的支持。

兴业证券交通运输

行业研究小组（纪云

涛、王品辉、张晓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