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24版）

环保行业研究

第一名

安信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邵琳琳）

看好商业和价格模式的转变

感谢金牛奖为卖方分析师提供了这样一个见证光荣和梦想的舞台，感谢机构投资者的信任和厚爱，也感谢上市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更要感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我们的最新观点：生态环境恶化和宏观经济低迷的背景下，环保作为既能改善环境、又能拉动投资的行业，未来的需求在“铁腕治理”下必将有广阔空间，我们看好行业商业模式和价格模式的转变，前段时间相关部门出台的价格体制改革意见以及海绵城市都显示行业向好的趋势。

第二名

广发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郭鹏、陈子坤）

保持对节能环保行业的深入研究

首先感谢金牛奖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其次感谢各位投研总监、基金经理、研究员对我们的支持。 环保研究和个股推荐最难的是选择细分领域和时点，而过去一年准确的把握了环保全年最大的主题。 我们团队不仅研究二级市场，而且与产业结合。 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对节能环保行业的深入研究，尽力成为分析最深入、判断最精准的团队，为各位投资者挖掘更多牛股，感谢您的支持。

第三名

兴业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汪洋）

研究永无止境

非常感谢金牛奖对我和我的团队工作的认可，感谢领导的支持。 今年，我们致力于做贴心服务，多次在底部推荐个股。 但我们也知道 ，服务永无止境，研究永无止境，一个合格的研究员不仅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广阔的视野 ，更要时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以客户为核心，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核心竞争力。 我以及我的团队也会一如既往，做好服务 ，做好研究，继续超越自我，实现突破。 再次感谢金牛奖，感谢支持我们的人们！

第四名

国信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陈青青、徐强）

环保产业将迎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金牛奖”是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评奖活动，我们非常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领导给予国信环保团队的肯定 。 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环保行业研究的，也是最早的环保卖方分析师之一，与中国环保行业是在一同成长的。 未来随着环保产业效果时代的到来，环保产业将进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我们也将继续竭尽全力为大家挖掘更多投资机会。

第五名

东吴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袁理）

80后六年行研再出发

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组委会予此殊荣！ 研六年之后，研究所全面推开卖方业务，“新窗口”摆在眼前。 我选择迎接新的挑战，不让 80后再尴尬！ 我们一直在做扎实、深入的研究，在人力资源极其紧缺的情况下，把产能利用率做到200%。 如果没有雾霾，每天入睡和起床，我们都可以看见可爱的月球。 感谢我的公司东吴证券搭建了卖方平台，前路漫漫，我们一直在出发！

新三板研究

第一名

国泰君安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孙金钜、郭睿哲、熊昕、王永辉、刘易）

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的沃土

非常感谢投资者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感谢中国证券报所提供的平台。 我们的研究深根于新三板挂牌企业，也尝试从A股比较分析、产业并购、海外回归等视角多维度挖掘投资机会。 我们相信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的沃土 ，其市场化基因是新三板高速发展的核心发动机。 新三板给予企业充分的包容性 ，不同领域、各个发展阶段的企业都能被新三板所接受，这些企业也具备非常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我们相信这里将诞生一批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公司。

第二名

中泰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张帆、张俊、黄旭良、马路萌、陈康）

在大机会时代要有战略耐性

我们看好新三板投资机会。 首先，海量的潜在投资标的。 其次，低基数隐含的成长空间。 第三，市场大趋势向上。 新三板研究需要客观考虑流动性的影响。 首先，流动性不足必须折价。 其次，缺乏流动性的交易表现出来的估值参考价值不大。 第三，流动性必然提升，但不会是所有的公司。 引用任正非的一句话：“在大机会时代，千万不要机会主义 ，我们要有战略耐性”，中泰证券新三板研究团队与各位投资人共勉。

第三名

华创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邬煜、邱正、张劲骐）

最有机会的是最具成长活力的中小企业

非常感谢主办方，也感谢广大客户的信任！ 今年是新三板投资的元年，我们非常幸运地经历了新三板风起潮涌的全过程。 新事物的出现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三板至今也经历了火爆到冰冷的过程，而且目前仍然在冰点。 但是对于国家的大趋势，我们认为是要无条件看好的。 在这个大势下，最有机会的是最具成长活力的中小企业，而新三板作为最具包容的中小企业孵化器也成了最具投资的资本板块之一。

第四名

兴业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纪云涛）

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新篇章

非常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非常感谢中证报，感谢领导、同事和家人的支持 ；新三板市场是一个新兴领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新篇章 。 很荣幸 ，在这个新兴领域，与我的团队获得这份荣誉；也很感激，公司给了我和团队这样一个平台 ；祝愿“金牛”分析师评选越办越好，中国资本市场越来越繁荣。

第五名

中信建投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郑军、张怀）

新三板具有的绝佳投资机会

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一奖项。 我们非常幸运能遇到这个好时代，也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新三板研究员与这一新兴市场共同成长 。 我们还要感谢中信建投这一优秀的大集体。 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处于政策、估值、流动性三重底部，是具有估值洼地特性的绝佳投资机会，对于具有新兴产业、规模优势和成长性，尤其是满足战略新兴板和创业板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我们建议积极予以布局。

新三板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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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商业和

价格模式的转变

感谢金牛奖为卖方分析

师提供了这样一个见证光荣

和梦想的舞台， 感谢机构投

资者的信任和厚爱， 也感谢

上市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

更要感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

环保作为既能改善环境、又

能拉动投资的行业， 未来的

需求在“铁腕治理”下必将有

广阔空间， 我们看好行业商

业模式和价格模式的转变。

安信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

（邵琳琳）

保持对节能环保

行业的深入研究

首先感谢金牛奖提供

这样一个平台，其次感谢各

位投研总监、 基金经理、研

究员对我们的支持。环保研

究和个股推荐最难的是选

择细分领域和时点，而过去

一年准确的把握了环保全

年最大的主题。我们团队不

仅研究二级市场，而且与产

业结合。 未来，我们将继续

保持对节能环保行业的深

入研究，感谢您的支持。

广发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

（郭鹏、陈子坤）

研究永无止境

非常感谢金牛奖对我和

我的团队工作的认可， 感谢

领导的支持。今年，我们致力

于做贴心服务， 多次在底部

推荐个股。但我们也知道，服

务永无止境，研究永无止境，

一个合格的研究员不仅应当

具备专业的知识、 广阔的视

野， 更要时刻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以客户为核心，为客户

创造价值才是核心竞争力。

我和我的团队也会一如既

往，做好服务，做好研究。

兴业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

（汪洋）

环保产业将迎

新一轮黄金发展期

“金牛奖”是业内极具影

响力的评奖活动， 我们非常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各位领导

给予国信环保团队的肯定。

我们从

2010

年开始环保行业

研究， 是最早的环保卖方分

析师之一， 与中国环保行业

一同成长的。 未来随着环保

产业效果时代的到来， 环保

产业将进入新一轮黄金发展

期， 我们也将继续竭力为大

家挖掘更多投资机会。

国信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

（陈青青、徐强）

80后

六年行研再出发

感谢中证报和金牛奖组

委会给予此殊荣！行研六年之

后， 研究所全面推开卖方业

务，“新窗口”摆在眼前。 我选

择迎接新的挑战！我们一直在

做扎实、深入的研究，在人力

资源极其紧缺的情况下，把产

能利用率做到

200%

。 如果没

有雾霾， 每天入睡和起床，我

们都可以看见可爱的月球。感

谢东吴证券搭建了卖方平台，

前路漫漫，我们一直在前进！

东吴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

（袁理）

新三板是

金融创新的沃土

非常感谢投资者对我们

的支持和鼓励，也感谢中国证

券报所提供的平台。我们的研

究深根于新三板挂牌企业，也

尝试从

A

股比较分析、 产业并

购、海外回归等视角多维度挖

掘投资机会。我们相信新三板

是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的

沃土，其市场化基因是新三板

高速发展的核心发动机，这里

将诞生一批在未来中国经济

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新三

板方向研究小组（孙

金钜、郭睿哲、熊昕、

王永辉、刘易）

在大机会时代

要有战略耐性

我们看好新三板投资

机会。 首先，海量的潜在

投资标的；其次，低基数

隐含的成长空间； 第三，

市场大趋势向上。 新三板

研究需要客观考虑流动

性的影响。 引用任正非的

一句话：“在大机会时代，

千万不要机会主义，我们

要有战略耐性”， 中泰证

券新三板研究团队与各

位投资人共勉。

中泰证券新三板方

向研究小组

（张帆、张俊、黄旭

良、马路萌、陈康）

中小企业蕴含

大机遇

非常感谢主办方，也感谢

广大客户的信任！新事物的出

现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新三

板至今也经历了火爆到冰冷

的过程， 而且目前仍然在冰

点。 但是对于国家的大趋势，

我们认为是要无条件看好的。

在这个大势下，最有机会的是

最具成长活力的中小企业，而

新三板作为最具包容的中小

企业孵化器也成了最具投资

的资本板块之一。

华创证券新三板方

向研究小组

（邬煜、邱正、张劲骐）

新三板是

中国资本市场新篇章

非常感谢各位机构投

资者， 非常感谢中证报，感

谢领导、 同事和家人的支

持；新三板市场是一个新兴

领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新

篇章。 很荣幸，在这个新兴

领域，与我的团队获得这份

荣誉；也很感激，公司给了

我和团队这样一个平台；祝

愿“金牛”分析师评选活动

越办越好，中国资本市场越

来越繁荣。

兴业证券新三板方

向研究小组

（纪云涛）

新三板具有

绝佳投资机会

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一

奖项。 我们非常幸运能遇

到这个好时代。 感谢中信

建投这一优秀的大集体。

目前市场处于政策、估值、

流动性三重底部， 是具有

估值洼地特性的绝佳投资

机会，对于具有新兴产业、

规模优势和成长性， 尤其

是满足战略新兴板和创业

板上市条件的优质企业，

我们建议积极予以布局。

中信建投证券新三

板方向研究小组

（郑军、张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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