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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

11、天风证券 蔡雯娟

家电板块仍大有可为

2018年以来，家电企业面临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诸如外部扰动事件、地产周期下滑、汇率波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如何去合理适应消费市场的大环境，这是一个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展望 2019年，家电板块依然大有可为。 行业消费升级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而深港通、沪港通开通以及A股纳入MSCI等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在持续带来板块估值中枢变化。

12、海通证券 陈子仪

长期看好家电行业

在2017年家电指数大幅上涨的背景下，2018年家电指数表现并不乐观，但并不能影响我们对家电行业长期看好的信心：家电企业龙头未来几年仍能保持稳健增长，份额、均价、利润率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消费升级和国产化替代进程打开内销成长空间，外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国家家电普及率较低，将进入快速普及阶段。

13、招商证券 纪敏

不忘初心 扎实研究

招商家电研究一直追求更为准确、有效的基本面跟踪和风格择时分析。 团队擅长行业周期与景气的前瞻性研判 ，且多行业的研究经历，2007年至2011年做交通运输研究，2012年至今做家电研究，也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视角与视野。 景气存波动，股价有起伏，但招商家电团队将不忘初心，扎实研究，探索未来。

电力及公共事业

14、华创证券 王祎佳

发掘投资价值 实现自我价值

做卖方分析师的七年来，与行业共同经历了市场的起起伏伏，而贯穿始终的是作为分析师对“价值 ” 二字的追求，在前进路上无论是涨跌的喜悲还是名利的诱惑，只有以发掘投资价值、实现自我价值为纲 ，才能做到不忘初心，守正出奇。 向前看，我们仍相信研究的坚守仍然能够创造价值。

15、中信建投证券 万炜

练好内功 挖掘价值

在2018年市场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电力公用事业行业因具备一定的防御价值，获得了投资者青睐。 全年来看，无论是水电、燃气，还是火电子板块，都表现出一定的相对收益。 正是因行业表现较好，市场关注度有所提高，才使得我们获得更多向投资者展现研究成果的机会。 今后一段时间，市场可能还会在震荡中寻求底部，我们更应该借此机会练好内功，努力通过研究来挖掘出具有价值的好股票 ，回报投资者！

16、安信证券 邵琳琳

环保行业发展空间值得期待

感谢金牛奖组委会和中国证券报举办此次活动，再获金牛奖，是对我们团队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 ，我们将来一定做得更好 ！ 从行业来看，2018年环保板块整体走势偏弱 ，但行业仍存在欣喜的变化和机遇，生态文明上升为根本大计高度，环境监管不断加严，未来环保还会走向低碳经济，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值得期待和关注。

电力设备

17、东吴证券 曾朵红

持之以恒 再接再厉

感谢金牛奖将这个重量级的奖项颁给我，也感谢所有投票人的支持和选择，感谢东吴证券的鼓励和付出 。 作为一个专注电新行业九年的卖方老兵，在今年这样一个动荡和戏剧性的市场，能获得这个奖项也是对我和我的团队长期以来的坚守和热爱的褒奖 。 对卖方事业的执着与热爱未曾丝毫退却 ，于巨变的行业生态中追求朴素的研究服务价值，持之以恒、再接再厉！

18、招商证券 游家训

行业内大公司值得关注

研究员能胜过企业管理层的，可能一方面是对企业质地的这种是非曲直认识，二是对基于商业模式与逻辑对产业态势的判断。 从此角度来看电气设备与新能源子板块，自动化产业有比较强的产业刚需，各个环节的格局可能会更加集中，此领域的大公司有希望成为细分领域的世界级企业，值得关注。 输变电装备的投资一种特殊的投资模式，经济不好时候适合防守。

19、国金证券 姚遥

一如既往进行客观深入研究

2018年是新能源和电力设备板块波动比较大的一年，尤其是光伏、风电领域出现了比较大的政策变化。 新能源和电力设备产业是我国少数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之一，我们作为卖方分析师，将一如既往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分析，为产业和优秀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为二级市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收益机会。

煤炭

20、中泰证券 李俊松

煤价大概率维持中高位运行

从供需层面来看，煤炭行业供给与需求皆进入低增长状态，当前不少集团公司资产负债率仍在80%-90%高位，行业资本开支依然低迷，供给端释放缓慢。 整体而言，煤价未来 2-3年大概率维持中高位运行。 当前，我们核心推荐具备α属性的龙头企业，得益于自身雄厚的资源储备和行业集中度提升，业绩长期稳健优异，具有持续较强的分红能力，是安全、风险、收益等综合性价比最好的品种。

三主线选出标签股

本人已连续

7

年获多个

卖方分析师评选大奖。

2018

年以来坚持三条主线甄选

标的： 一是创新药产业；二

是支付方推动的终端放量；

三是品牌连锁医疗机构、连

锁药店、批零一体化等细分

行业龙头， 推出创新药、

CRO

、药店、糖尿病等一系

列有前瞻性的深度行业报

告，重点研究并推荐爱尔眼

科、泰格医药、济川药业、片

仔癀、通策医疗、我武生物、

华兰生物、益丰药房、长春

高新等标签个股。

海通证券

余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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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板块仍大有可为

2018年以来， 家电企

业面临很多不可控因素，

诸如外部扰动事件、 地产

周期下滑、 汇率波动、大

宗商品价格波动等， 如何

去合理适应消费市场的大

环境， 这是一个公司核心

竞争力的体现。 展望2019

年， 家电板块依然大有可

为。 行业消费升级的趋势

将越来越明显， 而深港

通、 沪港通开通以及A股

纳入MSCI等外部环境的

变化正在持续带来板块估

值中枢变化。

天风证券

蔡雯娟

长期看好家电行业

在2017年家电指数大

幅上涨的背景下，2018年家

电指数表现并不乐观，但并

不能影响我们对家电行业

长期看好的信心：家电企业

龙头未来几年仍能保持稳

健增长，份额、均价、利润率

还有很大改善空间。消费升

级和国产化替代进程打开

内销成长空间。 外销方面，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

国家家电普及率较低，将进

入快速普及阶段。

海通证券

陈子仪

不忘初心 扎实研究

招商家电研究一直追

求更为准确、有效的基本面

跟踪和风格择时分析。 团队

擅长行业周期与景气的前

瞻性研判，且多行业的研究

经历，2007年至2011年做交

通运输研究，2012年至今做

家电研究，也给予了我们更

多的视角与视野。 景气存波

动，股价有起伏，但招商家

电团队将不忘初心，扎实研

究，探索未来。

招商证券

纪敏

家电

电力设备 煤炭

持之以恒 再接再厉

感谢金牛奖将这个重

量级的奖项颁给我， 也感

谢所有投票人的支持和选

择， 感谢东吴证券的鼓励

和付出。 作为一个专注电

新行业九年的卖方老兵，

在今年这样一个动荡和戏

剧性的市场， 能获得这个

奖项也是对我和我的团队

长期以来的坚守和热爱的

褒奖。 对卖方事业的执著

与热爱未曾丝毫退却，于

巨变的行业生态中追求朴

素的研究服务价值， 持之

以恒、再接再厉！

东吴证券

曾朵红

关注自动化产业龙头

研究员能胜过企业管

理层的，可能一方面是对企

业质地的这种是非曲直认

识，另一方面是对基于商业

模式与逻辑对产业态势的

判断。 从此角度来看电气设

备与新能源子板块，自动化

产业有比较强的产业刚需，

各个环节的格局可能会更

加集中，此领域的大公司有

希望成为细分领域的世界

级企业，值得关注。 输变电

装备的投资一种特殊的投

资模式，经济不好的时候适

合防守。

招商证券

游家训

坚持客观深入研究

2018年是新能源和电

力设备板块波动比较大的

一年，尤其是光伏、风电领

域出现了比较大的政策变

化。新能源和电力设备产业

是我国少数在全球范围内

占据领先地位的产业之一，

我们作为卖方分析师，将一

如既往通过客观深入的研

究分析，为产业和优秀企业

的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也为

二级市场投资者创造良好

的收益机会。

国金证券

姚遥

煤价有望中高位运行

从供需层面来看，煤炭

行业供给与需求皆进入低

增长状态，当前不少集团公

司资产负债率仍在 80%

-90%高位， 行业资本开支

依然低迷， 供给端释放缓

慢。整体而言，煤价未来2-3

年大概率维持中高位运行。

当前，我们核心推荐具备α

属性的龙头企业，得益于自

身雄厚的资源储备和行业

集中度提升，业绩长期稳健

优异，具有持续较强的分红

能力，是安全、风险、收益等

综合性价比最好的品种。

中泰证券

李俊松

医药

准确 深入 前瞻

2018

年在医药板块结

构性行情和震荡中， 国泰君

安医药团队一路准确把握结

构性投资机会。 在

2017

年

10

月全市场最早最坚定战略看

多创新药板块。

2018

年初发

布专题报告， 持续全面看多

连锁药店。 团队准确把握住

了市场投资节奏。

2

月初市场

系统性调整时， 于板块底部

发布投资策略《赛道清晰、择

优布局》，并坚定推荐优质创

业板龙头。

6

月市场剧烈震荡

之际，坚定看好医药行业“立

足内需，创新为本”。

国泰君安证券

丁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