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23 轻工制造业研究

（第一名）申万宏源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周海晨、屠亦婷、范张翔、丁智艳 )

两主线驱动行业续演精彩

很高兴在自己入行十年之际获得金牛奖的六连冠，感谢中国证券报一直秉承金牛基金经理选金牛分析师的理念，给辛苦一年的优秀分析师提供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也感谢一起努力拼搏的团队小伙伴，感谢申万宏源合并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更要感谢一直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及产业界的朋友们，感谢我们家人一直默默的付出。 我们认为未来轻工板块依然将在价值成长和转型两条主线的驱动下演绎精彩，我们也相应推荐了“稳稳的幸福”和“心跳的回忆”组合，欢迎关注。

（第二名）国泰君安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穆方舟、吴再劼 )

御风而行 保持理性

国泰君安轻工造纸团队在2015年金牛奖评选中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对我们一年辛勤工作的鼓励和肯定。 我们要感谢国泰君安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研究平台体系，感谢研究所领导对团队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客户对我们工作的认可，感谢中证报搭建的评选平台。 2016年，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的研究理念、敢为市场先，为投资者带来更为精彩的行业分析和个股推荐！

（第三名）招商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郑恺、濮冬燕、李宏鹏 )

关注盈利模式兑现的转型企业

感谢中证报，感谢客户支持我们招商轻工制造团队！ 也感谢家人理解，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 2014年底我们最早看到价值型公司起跳机遇 ，撰写《价值的崛起》年度策略报告 ，建议投资者超配行业中价值公司，超额收益明显，2015年上半年先后撰写《国企改革下一个风口》等中期策略报告，提示下半年放低收益率预期，超配国企改革公司。 展望2016年，我们依然坚持价值投资逻辑，预计周期行业将进入企稳反弹预期，同时转型公司进入盈利兑现的窗口，推荐关注盈利模式能够兑现的转型企业。

（第四名）兴业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雒雅梅 、王婉婷 )

明年继续努力

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肯定，感谢中证报给我们这个平台，今年，我们把握了行业大部分公司转型的机会 ，为各位机构投资者挖掘出了收益率翻倍的多个股票。 未来，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现投资价值，也祝各位投资者业绩长虹 ，祝中国证券报越办越好。

（第五名）安信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周文波 、张妮 )

努力为客户创造投资价值

感谢主办方，感谢广大投资者的支持和认可，感谢上市公司领导们的辛勤工作，感谢安信证券研究所为我们创造的强大平台，以及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 我们秉承独立客观的研究风格，紧跟行业脉搏，在底部推荐一系列优质标的，发布定制家具、互联网包装、电子发票、国企改革数篇深度报告 ，努力为客户创造投资价值。 我们将继续保持热忱勤奋的工作态度，以更扎实深入的研究、更细致周到的服务，不断奋进！

T23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第一名）中泰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小组 (曾朵红、沈成 )

瞄准市场爆发节拍 继续挖掘回馈

过去一年中，我们从产业发展趋势 、公司盈利的角度深度研究和仔细比较 ，多次引领市场，底部坚定推荐，最终获得市场高度认可。 我们在2014年市场对新能源最悲观的时候率先坚定看多光伏板块，首推龙头隆基股份 、阳光电源、旷达科技等；2015年1月初开始我们就率先强烈推荐工业4.0领域的三大成长股；而2015年3月对于电改、5月对于能源国企改革的推荐也领先市场。 非常荣幸能够蝉联金牛奖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第一名，这是对我们团队过去一年工作成果的认可，更是对我们未来工作的鼓励与鞭策 ，我们将再接再厉 ，为投资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以回馈投资者的信任。

（第二名）长江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小组（邬博华、马军 、张垚）

敬畏市场 坚持客观研究

2015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也是二级市场跌宕起伏的一年。 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卖方分析师，都感受过惊喜，也经历了迷茫。 长江电新作为一支年轻的团队，回首一年有些许不足与遗憾 。 但我们未改始终 ，不忘初心，坚持用客观 、扎实的研究为市场提示机会，跟踪产业。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许声音不够嘹亮 ，结果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乏宏图之志，深怀敬畏之心。 感谢所有给予我们鼓励与支持的领导与朋友，我们将继续在客观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第三名）海通证券 -能源行业研究小组（周旭辉、杨帅 、徐柏乔）

储能板块临近爆发时点

感谢《中国证券报》为分析师提供了金牛奖评选这个平台，也感谢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2015年板块轮动明显，一季度我们精准推荐新能源汽车板块，获得较高超额收益；二季度“互联网+”战略催化能源互联网的大行情，主推用户侧服务企业；三季度风险偏好降低 ，市场追求业绩高成长、下游高景气度的行业，我们再次推荐新能源汽车板块，龙头标的涨幅均超过100%。

今年是储能元年，国外Tesla推出储能产品，削峰填谷、平价用电的商业模式逐渐成熟，国内政策酝酿出台，有望复制。 储能是新能源的“后市场”，受益于新能源的大量接入，也受益于电动车的快速普及后带来的电池规模化 ，板块临近爆发时点。

（第四名）安信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小组 (黄守宏 )

新能源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感谢金牛奖！ 实业工作16年后，入行做卖方分析师已经8年，电力设备新能源这个行业年年有投资机会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业，非常有前途的行业，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前瞻性地对特高压、电改和能源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配网、核电的投资机会进行了推荐。 卖方分析师是一个非常累的活 ，不论脑力还是体力，感谢家人陪我走过来，感谢她们的理解与支持。 也感谢安信研究中心这个平台，过去的两年中在赵晓光所长的带领下，安信研究蒸蒸日上，大家共同提高进步 。

（第五名）银河证券能源行业研究小组 (张玲 、于化鹏 )

感谢中国证券报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也感谢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支持和厚爱。 过去的一年，我们通过政策解读、自下而上从客户的角度进行整个产业链的梳理研究，先后对能源互联网和国家政策支持的新能源、实现中国电力梦的特高压 、电改后形成的以发电企业为核心的售电市场 、示范项目驱动下开始崛起的光热发电行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从这些行业中挑选出了一些具备自然垄断优势 、下游客户认可、政策鼓励的优质公司。 明年我们将继续努力，发挥我们在国有企业和新能源投资机会把握上的领先优势，为客户挖掘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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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主线驱动行业

续演精彩

很高兴在自己入行十

年之际获得金牛奖的六连

冠，感谢中国证券报一直秉

承金牛基金经理选金牛分

析师的理念，给辛苦一年的

优秀分析师提供一个展现

自己的机会，也感谢一起努

力拼搏的团队小伙伴，更要

感谢一直信任和支持我们

的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及

产业界的朋友们，感谢我们

家人一直默默的付出。

申万宏源证券轻工

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周海晨、屠亦婷、范

张翔、丁智艳)

御风而行 保持理性

国泰君安轻工造纸团

队在

2015

年金牛奖评选中

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对我们

一年辛勤工作的鼓励和肯

定。我们要感谢国泰君安为

我们搭建了一个具有高度

影响力的研究平台体系，感

谢研究所领导对团队工作

的大力支持，感谢客户对我

们工作的认可，感谢中证报

搭建的评选平台。

2016

年，

我们将继续为投资者带来

更为精彩的行业分析和个

股推荐！

国泰君安证券轻工

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穆方舟、吴再劼)

关注盈利模式

兑现的转型企业

感谢中证报，感谢客户

支持我们招商轻工制造团

队！ 也感谢家人理解，没有

他们的帮助，我们不能取得

这样的成果。

展望

2016

年，我们依然

坚持价值投资逻辑，预计周

期行业将进入企稳反弹预

期，同时转型公司进入盈利

兑现的窗口，推荐关注盈利

模式能够兑现的转型企业。

招商证券轻工制造

行业研究小组 (郑

恺、濮冬燕、李宏鹏)

明年继续努力

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

对我们的肯定， 感谢中证

报给我们这个平台，今年，

我们把握了行业大部分公

司转型的机会， 为各位机

构投资者挖掘出了收益率

翻倍的多个股票。 未来，我

们将继续为大家发现投资

价值， 也祝各位投资者业

绩长虹， 祝中国证券报越

办越好。

兴业证券轻工制造

行业研究小组

(雒雅梅、王婉婷)

努力为客户

创造投资价值

感谢主办方， 感谢广大

投资者的支持和认可， 感谢

上市公司领导们的辛勤工

作， 感谢安信证券研究所为

我们创造的强大平台， 以及

并肩作战的团队成员。 我们

秉承独立客观的研究风格，

紧跟行业脉搏， 在底部推荐

一系列优质标的， 发布定制

家具、 互联网包装、 电子发

票、国企改革数篇深度报告，

努力为客户创造投资价值。

安信证券轻工制造

行业研究小组

(周文波、张妮)

瞄准市场爆发节拍

过去一年中，我们从产

业发展趋势、公司盈利的角

度深度研究和仔细比较，多

次引领市场， 底部坚定推

荐， 最终获得市场高度认

可。 我们将再接再厉，为投

资挖掘更多的投资机会以

回馈投资者的信任。

中泰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小组

(曾朵红、沈成)

敬畏市场

坚持客观研究

2015

年， 是中国经济

转型的元年， 也是二级市

场跌宕起伏的一年。 这个

过程中， 无论是投资者还

是卖方分析师， 都感受过

惊喜，也经历了迷茫。 回首

一年有些许不足与遗憾。

但我们未改始终， 不忘初

心，坚持用客观、扎实的研

究为市场提示机会， 跟踪

产业。

长江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小组（邬博华、

马军、张垚）

储能板块

临近爆发时点

感谢 《中国证券报》为

分析师提供了金牛奖评选

这个平台，也感谢客户的信

赖与支持。

今年是储能元年，国外

Tesla

推出储能产品， 商业

模式逐渐成熟，国内政策酝

酿出台，有望复制。 储能是

新能源的“后市场”，受益于

新能源的大量接入及后带

来的电池规模化，板块临近

爆发时点。

海通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小组 （周旭

辉、杨帅、徐柏乔）

新能源是个

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感谢金牛奖！ 实业工作

16

年后，入行做卖方分析师

已经

8

年， 电力设备新能源

这个行业年年有投资机会，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业，

非常有前途的行业。 卖方分

析师是一个非常累的活，不

论脑力还是体力，感谢家人

陪我走过来，感谢她们的理

解与支持。 也感谢安信研究

中心这个平台。

安信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小组(黄守宏)

银河证券能源行业

研究小组 (张玲、于

化鹏)

自下而上梳理研究

感谢机构投资者对我

们的支持和厚爱。 过去的一

年， 我们通过政策解读、自

下而上从客户的角度进行

整个产业链的梳理研究，从

中挑选出了一些具备自然

垄断优势、 下游客户认可、

政策鼓励的优质公司。 明年

我们将继续努力，发挥我们

在国有企业和新能源投资

机会把握上的领先优势，为

客户挖掘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