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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金属行业研究

第一名

长江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刘元瑞、 王鹤

涛）

远离总需求领域是钢铁未来主要投资方向

随着经济步入结构转型期，包括钢铁在内的工业品

需求见顶回落是大势所趋，钢铁行业供给端调整将成为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市场关注的焦点。面对持续下行的总

需求和难以一蹴而就的产能出清，远离总需求的领域将

是钢铁行业未来主要投资方向。 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

一是受经济转型影响较小、有望受益于“十三五” 规划

推动重回高增长的细分油气输送用管细分领域；二是积

极变革、在经营领域与模式上寻求突破的相关标的。

第二名

海通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刘彦奇）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侧重公司

感谢金牛奖评委会及各位投票者。 从业钢铁20年，

亲历数次繁荣，深深体会到理解行业靠研究，研究公司

靠跟踪，表达观点要客观。越靠近上游，研究员的价值就

越体现于判断行业趋势， 但未来传统行业将长期低迷，

整个产业链也将受到明显影响， 这方面的价值也就贬

值，只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侧重公司。

第三名

兴业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任志强、 邱祖

学、兰杰）

贴近研究本质 还原事实真相

兴业证券钢铁组获得金牛奖第三名的肯定，我们非

常激动和感谢，感谢主办方提供了这样一个光荣和梦想

的平台，感谢各位投资界和业界的支持与厚爱，感谢兴

业证券研究所进取钻研的研究环境。 黑色金属研究是

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这一路常常是孤独的，但是“贴

近研究本质、还原事实真相” 的信念让我们一路走的更

加坚定， 更加心安。 我们会继续保持自身严谨的作风，

注重从行业长周期投资特性和公司基本面深入研究发

掘投资机会。

第四名

中泰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笃慧、郭皓）

继续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感谢买方朋友对中泰钢铁团队的认可和支持，中泰

钢铁团队是历年钢铁行情的发起者，2010/7《疯狂的石

头》、2011/1《天灾板福》、2012/11《寡人无疾》、2013/8

《朝花夕拾》、2014/6《胶着前行》、2015/2《牛鞭效应 I-

II》，均是我们拐点判断的推荐报告。来年我们将加倍努

力以扎实的研究、完善的服务继续为您创造价值！

第五名

招商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张士宝、 孙恒

业）

金牛奖是证券市场研究趋势风向标

主办方给予我们的荣誉，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鞭策我们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

走得更加扎实和坚定。 金牛奖自设立之初，就成为对证

券分析师工作成绩和市场影响力的重要量标之一。 金

牛奖不仅加强了中国证券分析师队伍的质量建设，同时

也加深了分析师同行及市场之间的交流于联系，提升了

分析师的整体研究水平， 是证券市场研究趋势的风向

标。 我愿意与市场投资者交流我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市

场和投资者的认可与肯定，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和回

报。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

第一名

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钟奇、施毅、刘

博、田源）

大有色，从梦想到现实

感谢金牛奖评选委员会及各位投票者。2015年是我

们团队入行第六年，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年，我们以一

贯的扎实研究做好分析师本职工作： 明确观点方向，挖

掘股票， 助力投资者实现收益。 我们一直有个愿景，希

望打造大有色研究生态圈：从上游辐射投研领域，以新

能源、新材料为坚实两翼，用国际宏观视野拓宽研究格

局。 2015年，我们构筑大有色的梦想,努力让市场了解

有色金属行业的魅力。 再次表达感谢之情，我们将一如

既往，继续实现大有色的梦想！

第二名

广发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巨国贤、 宋小

庆、陈子坤）

“金牛” 体现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期待

首先，我想感谢中国证券报组织的“金牛分析师”

评选活动。 活动不仅让我们对一年的工作有个总结，也

让我们感受到同行的努力与进取。 其次，我要感谢各位

金牛奖获奖的基金经理， 感谢资本市场的各位投资者，

感谢各位买方机构的有色金属行业分析师。 我也要感

谢有色金属行业的各位朋友,还要感谢广发证券各位领

导对我的支持。 再次，我要感谢广发证券的销售和研究

团队。 谢谢你们！

第三名

安信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齐丁、衡昆）

专业 客观 独立

非常感谢主办方，这个奖项对我们意义重大。 作为

A股有色研究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 我们始终坚持专

业、客观、独立的研究风格，并不断锐意进取，今年在有

色板块拐点把握、研究深度和个股推荐方面均取得较好

成绩，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 感谢广大投资者的支

持和认可， 感谢在第一线辛勤工作的上市公司领导们,

感谢安信证券研究所为我们创造的良好平台，以及并肩

作战的团队成员。 我们将继续保持独立客观的研究风

格，为您的投研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四名

方正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杨诚笑、孙亮）

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填补行业空白

感谢金牛奖的主办方和各位买方对我们的厚爱，很

高兴可以获得金牛奖行业第四名。 我们一贯用真诚的

心做研究，用勤劳给您创造价值，我们力求每一条信息，

每一次路演， 每一份报告都能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填

补行业空白，给你带来最核心、最有用的观点，从不浪费

您的宝贵时间。 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再

接再厉继续给大家带来有增量有价值的服务。

第五名

长江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葛军、熊文静、

王一川）

推荐确定性投资机会

今年我们坚持一如既往的深入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研究， 力求为资本市场客观真实的反映行业基本面趋

势。 多方面结合市场、行业以及公司基本面变化，及时

精准的为市场提示投资机会。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继

续力争在行业判断和投资机会的把握中， 力求精益求

精，时点准确。 我们相信，“推荐的精准和投资机会的确

定” 从而带来客户的“重仓位买入” ，是投资者客户们

最渴望的，也应该是卖方研究员追求的自身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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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总需求的领域

是钢铁未来主要方向

随着经济步入结构转

型期，包括钢铁在内的工业

品需求见顶回落是大势所

趋，钢铁行业供给端调整将

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市

场关注的焦点。 面对持续下

行的总需求和难以一蹴而

就的产能出清，远离总需求

的领域将是钢铁行业未来

主要投资方向。

长江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刘元瑞、王鹤涛）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和侧重公司

感谢金牛奖评委会及

各位投票者。 从业钢铁20

年，亲历数次繁荣，深深体

会到理解行业靠研究，研

究公司靠跟踪， 表达观点

要客观。 越靠近上游，研究

员的价值就越体现于判断

行业趋势， 但未来传统行

业将长期低迷， 整个产业

链也将受到明显影响，这

方面的价值也就贬值，只

能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侧

重公司。

海通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刘彦奇）

贴近研究本质

还原事实真相

兴业证券钢铁组获得

金牛奖第三名的肯定，我们

非常激动和感谢，感谢主办

方提供了这样一个光荣和

梦想的平台，感谢各位投资

界和业界的支持与厚爱，感

谢兴业证券研究所进取钻

研的研究环境。 黑色金属研

究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

这一路常常是孤独的，但是

“贴近研究本质、 还原事实

真相” 的信念让我们一路走

的更加坚定，更加心安。

兴业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任志

强、邱祖学、兰杰）

继续为投资者

创造价值

感谢买方朋友对中泰

钢铁团队的认可和支持，

中泰钢铁团队是历年钢铁

行情的发起者，2010/7《疯

狂的石头》、2011/1《天灾

板福》、2012/11 《寡人无

疾》、2013/8《朝花夕拾》、

2014/6 《胶 着 前 行 》、

2015/2《牛鞭效应III》，均

是我们拐点判断的推荐报

告。 来年我们将加倍努力

以扎实的研究、 完善的服

务继续为您创造价值！

中泰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笃慧、郭皓）

金牛奖是证券市场

研究趋势风向标

金牛奖自设立之初，就

成为对证券分析师工作成

绩和市场影响力的重要量

标之一。 金牛奖不仅加强了

中国证券分析师队伍的质

量建设，同时也加深了分析

师同行及市场之间的交流

于联系，提升了分析师的整

体研究水平，是证券市场研

究趋势的风向标。 我愿意与

市场投资者交流经验和教

训，投资者的认可与肯定是

我最大的动力和回报。

招商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张士宝、孙恒业）

大有色，从梦想到现实

感谢金牛奖评选委员

会及各位投票者。 我们一

直有个愿景， 希望打造大

有色研究生态圈： 从上游

辐射投研领域，以新能源、

新材料为坚实两翼， 用国

际宏观视野拓宽研究格

局。 2015年，我们构筑大有

色的梦想,努力让市场了解

有色金属行业的魅力。 再

次表达感谢之情， 我们将

一如既往， 继续实现大有

色的梦想！

海通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钟

奇、施毅、刘博、田源）

“金牛” 体现投资者

对资本市场的期待

首先， 我想感谢中国证

券报组织的“金牛分析师”评

选活动。活动不仅让我们对一

年的工作有个总结，也让我们

感受到同行的努力与进取。其

次，我要感谢各位金牛奖获奖

的基金经理，感谢资本市场的

各位投资者。我也要感谢有色

金属行业的各位朋友,还要感

谢广发证券各位领导对我的

支持。 再次，我要感谢广发证

券的销售和研究团队。

广发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巨国

贤、宋小庆、陈子坤）

专业 客观 独立

非常感谢主办方，这

个奖项对我们意义重大。

作为A股有色研究正在成

长中的新一代， 我们始终

坚持专业、客观、独立的研

究风格，并不断锐意进取，

今年在有色板块拐点把

握、 研究深度和个股推荐

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为

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

感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

认可， 感谢在第一线辛勤

工作的上市公司领导们。

安信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齐丁、衡昆）

用简洁而准确的

语言填补行业空白

感谢金牛奖的主办方

和各位买方对我们的厚爱，

很高兴可以获得金牛奖行

业第四名。 我们一贯用真诚

的心做研究，力求每一条信

息，每一次路演，每一份报

告都能用简洁而准确的语

言，填补行业空白，给你带

来最核心、 最有用的观点，

从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我

们一定继续给大家带来有

增量有价值的服务。

方正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杨诚笑、孙亮）

推荐确定性投资机会

今年我们坚持一如既

往的深入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研究， 力求为资本市场客观

真实的反映行业基本面趋

势。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继

续力争在行业判断和投资机

会的把握中，力求精益求精，

时点准确。 我们相信，“推荐

的精准和投资机会的确定”

从而带来客户的“重仓位买

入”， 是投资者客户们最渴

望的， 也应该是卖方研究员

追求的自身价值所在！

长江证券有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葛

军、熊文静、王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