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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第一名

招商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董广阳、杨勇胜、朱卫华）

坚持基本面分析

感谢金牛奖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也感谢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和认可，让招商

食品饮料这个十年积淀和传承的团队， 见证了2015年这段值得铭记的资本盛

宴。从基本面来看，终端需求平淡带来增速回落；从市场来看，预期收益率的提

高带来食品饮料持续低配，2015年对于食品饮料仍然是纠结的一年，但是招商

食品饮料团队始终坚持基本面分析，坚持深度思考和研究。希望我们团队坚持

兢兢业业的精神，再次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投资者！

第二名

方正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薛玉虎、刘洁铭）

板块长期价值凸显

受需求不振影响，2015年食品饮料板块整体表现低迷， 企业业绩难超预

期；随着行业步入成熟期，未来稳定中低速的增长会成为常态，我们的研究也

需要转变思维：从推板块到深挖个股机会、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等，紧跟

人口结构变迁、消费需求转移趋势等。 2015年板块市场关注度较低，但我们仍

精准把握了板块的阶段机会和重点个股机会。展望明年，我们认为企业业绩回

暖需待CPI企稳，但良好的现金流、较高的分红率使得板块长期价值凸显，短期

关注主题催化机会。

第三名

安信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苏铖、刘颜）

在专业和靠谱的研究之路上走得更远

非常感谢机构投资者朋友、评委会授予“金牛奖” ，这个奖项是对我们研

究工作者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 食品饮料行业是民生行业， 在我的从业生涯

中，几乎所有的大的子行业都经过了景气度最高的时期。我们认为食品饮料站

在历史发展新机遇的十字路口，当前大板块触底企稳，一些创新品类也间或涌

现，而肉类消费结构变化催生高景气的牛肉产业进入我们视野，我们相信食品

饮料前景仍然广阔，我们将持续走在行业和公司投资机会挖掘的领先位置。

第四名

中信建投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黄付生、吕昌、蔡雪昱、许奇峰）

小众、高端、时尚成为未来主流

食品饮料行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普及型消费到个性化消费过渡。 小

众、高端、时尚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我们团队始终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前

瞻性研究个股，在跟踪研究传统公司的同时，对转型公司也进行了积极研究。

行业进入稳定恢复期，国企改革是主题，增加配置为主线。 大众消费品是悲观

市场下防御的选择，尽管消费低迷，但受益成本下降和新品推出，且前期涨幅

小、估值低，一些个股有明显的相对收益。

第五名

国信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刘鹏）

创新研究 从不间断

作为一名勤勤恳恳的研究员，当我得知获得金牛奖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充

满了感激之情。 感谢国信证券研究所和我的家人的支持。 2012年入行至今，虽

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丝毫不敢懈怠。午夜机场，总有一个卖方在路上，坚持

的是创新，放弃的是安逸，带来的是对价值的维护，带走的是对波动的误读，诠

释的是卖方的荣誉和热血梦想。我愿在有限的时光里继续以更主动的心态，为

大家提供更多的价值研究。 再次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

第一名

兴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徐佳熹、项军、李鸣、孙媛媛）

关注医药行业的变与不变

感谢中证报、感谢各位大力支持兴业医药团队的投资者。2015对医药行业

是一个新政频出，变局不断的年份，医改深入下的医保控费、药价放开、审评改

革都使得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5又是一个新模式新技术涌现的时代，

从基因测序、细胞治疗到慢病管理、医药电商，每一个新的变量都为行业注入

了新的活力。 我们将怀着一颗敬畏市场的心和对于行业动态的好奇持续努力

下去，关注医药行业新常态下的变与不变，用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更好的服务回

报支持我们的投资人！

第二名

海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余文心、周锐、王威、郑琴、刘宇）

重点关注医药板块的中流砥柱

非常感谢金牛基金经理的信任和支持， 海通证券研究所医药团队继续在

金牛奖中获奖。 回顾过去一年，海通证券医药团队致力于前瞻性的研究。 展望

未来，医药行业机会并不会比过去少，但选择品种将更加困难，对投资医药板

块提供了更多的要求。 从板块投资来看， 我们建议需要综合衡量公司预期和

估值之间的关系，2016年重点要考虑投资未来医药板块的中流砥柱。

第三名

国金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李敬雷、燕智、叶苏、李涛、彭婷）

强化对“转型与创新” 的研究

国金医药团队长期坚持对医药产业的跟踪与研究。 2015年我们在坚持

“医保决定收入、招标决定利润” 的行业政策分析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

对“转型与创新” 的研究工作，把握住了2015年医药行业主要的投资主线。 感

谢投资者、评选机构、产业公司对国金医药团队的信任与支持，未来我们将继

续做好本职工作，为医药产业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第四名

广发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张其立）

坚持稳健务实的风格

非常荣幸获此殊荣，金牛奖是一个很有份量的奖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份

沉甸甸的收获。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研究工作的肯定，感谢大赛组委会

精心的组织和策划， 也要感谢广发证券为我们提供了完善的平台。 回首这一

年， 广发医药团队始终以价值投资为导向，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获得这项荣

誉，对我们既是鼓励，也是压力。 未来我们必将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绝不辜负

各位投资者的支持和信任！

第五名

国泰君安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丁丹、胡博新、屠炜颖）

医药行业将在短暂调整后继续发展

再次捧起金牛奖的奖杯，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鼓

舞，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鞭策。 在A股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时候，我们坚持行

业基本面的研究，独家推出了多份深度报告，很好地把握了多数主题性机会和

新兴成长股。未来的医药行业将在短暂调整后继续发展，我们也将不断汲取新

的知识，共同走向下一个十年。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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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基本面分析

感谢金牛奖提供了这

样的平台，也感谢机构投资

者的支持和认可，让招商食

品饮料这个十年积淀和传

承的团队，见证了2015年这

段值得铭记的资本盛宴。从

基本面来看，终端需求平淡

带来增速回落； 从市场来

看，预期收益率的提高带来

食品饮料持续低配，2015年

对于食品饮料仍然是纠结

的一年，但是招商食品饮料

团队始终坚持基本面分析，

坚持深度思考和研究。

招商证券食品饮料行

业研究小组 （董广

阳、杨勇胜、朱卫华）

板块长期价值凸显

随着行业步入成熟

期， 未来稳定中低速的增

长会成为常态， 我们的研

究也需要转变思维： 从推

板块到深挖个股机会、从

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

等，紧跟人口结构变迁、消

费需求转移趋势等。 展望

明年， 我们认为企业业绩

回暖需待CPI企稳，但良好

的现金流、 较高的分红率

使得板块长期价值凸显，

短期关注主题催化机会。

方正证券食品饮料

行业研究小组

（薛玉虎、刘洁铭）

在专业化

研究之路上走得更远

非常感谢机构投资者

朋友、 评委会授予 “金牛

奖” ， 这个奖项是对我们研

究工作者非常大的肯定和

鼓励。 食品饮料行业是民生

行业， 在我的从业生涯中，

几乎所有大的子行业都经

过了景气度最高的时期。 我

们认为食品饮料站在历史

发展新机遇的十字路口,前

景仍然广阔，我们将持续走

在行业和公司投资机会挖

掘的领先位置。

安信证券食品饮料

行业研究小组

（苏铖、刘颜）

小众、高端、时尚

成为未来主流

食品饮料行业发展进

入新的阶段， 从普及型消

费到个性化消费过渡。 小

众、高端、时尚成为未来发

展的主流趋势。 我们团队

始终紧跟行业发展趋势，

前瞻性研究个股。 大众消

费品是悲观市场下防御的

选择，尽管消费低迷，但受

益成本下降和新品推出，

且前期涨幅小、估值低，一

些个股有明显的相对收

益。

中信建投证券食品

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黄付生、 吕昌、蔡

雪昱、许奇峰）

创新研究 从不间断

作为一名勤勤恳恳的

研究员，当我得知获得金

牛奖的那一刻，我的内心

充满了感激之情。 感谢国

信证券研究所和我的家

人的支持。 2012年入行至

今， 虽然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我丝毫不敢懈怠。 我

愿在有限的时光里继续

以更主动的心态，为大家

提供更多的价值研究。 再

次感谢那些一直支持我

的朋友们！

国信证券食品饮料

行业研究小组

（刘鹏）

关注医药行业的

变与不变

感谢中证报、 感谢各位

大力支持兴业医药团队的投

资者。 2015年对医药行业是

一个新政频出、 变局不断的

年份 ；2015又是一个新模

式、新技术涌现的时代。 我

们将怀着一颗敬畏市场的

心和对于行业动态的好奇

持续努力下去， 关注医药行

业新常态下的变与不变，用

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更好的服

务回报支持我们的投资人！

兴业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

（徐佳熹、 项军、李

鸣、孙媛媛）

重点关注医药板块的

中流砥柱

非常感谢金牛基金经

理的信任和支持，海通证券

研究所医药团队继续在金

牛奖中获奖。 展望未来，医

药行业机会并不会比过去

少， 但选择品种将更加困

难，对投资医药板块提供了

更多的要求。 从板块投资来

看，我们建议需要综合衡量

公司预期和估值之间的关

系，2016年重点要考虑投资

未来医药板块的中流砥柱。

海通证券医药生物行

业研究小组

（余文心、 周锐、王

威、郑琴、刘宇）

对“转型与创新” 的

研究应进一步强化

国金医药团队长期坚

持对医药产业的跟踪与研

究。2015年我们在坚持“医

保决定收入、 招标决定利

润” 的行业政策分析框架

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了对

“转型与创新” 的研究工

作， 把握住了2015年医药

行业主要的投资主线。 感

谢投资者、评选机构、产业

公司对国金医药团队的信

任与支持。

国金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

（李敬雷、 燕智、叶

苏、李涛、彭婷）

坚持稳健务实的风格

非常荣幸获此殊荣，金

牛奖是一个很有份量的奖

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沉

甸甸的收获。 非常感谢各位

投资者对我们研究工作的

肯定，感谢大赛组委会精心

的组织和策划，也要感谢广

发证券为我们提供了完善

的平台。 回首这一年，广发

医药团队始终以价值投资

为导向， 得到了大家的认

可。 未来我们必将开展更深

入的研究，绝不辜负各位投

资者的支持和信任！

广发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

（张其立）

医药行业将在短暂

调整后继续发展

再次捧起金牛奖的奖

杯， 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

说，是一种荣誉，是一种鼓

舞，是一种激励，更是一种

鞭策。在A股上演着速度与

激情的时候， 我们坚持行

业基本面的研究。 未来的

医药行业将在短暂调整后

继续发展， 我们也将不断

汲取新的知识， 共同走向

下一个十年。 再次感谢大

家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国泰君安证券医药

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丁丹、 胡博新、屠

炜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