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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浙商证券 潘贻立

重点关注三个方向

站在2018，最关心几个方向：面对贸易形势变化，寻找具备高端装备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的优质成长企业，符合国家战略和投资补短板政策的产业，包括能源油服装备、高铁装备、高端铸造和零部件等 ；跟踪周 期

性子行业的底部复苏，持续验证市场变化和预期差，包括煤化工设备、航运集装箱、工程机械、叉车、电梯等；观察企业和个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和供需所带来的影响，产业升级自动化提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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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风证券 邹润芳

赋能式投资时代来临

最近一年，我们把握住了工程机械龙头、油服和半导体的机会，自下而上推荐的部分标的表现优秀。 我们逐步意识到，依赖估值价差来赚取收益难以维系，资本市场中大水漫灌式的投资机会也将逐步消 散，依

靠战略、管理和技术的赋能式投资时代已经来临，而我们团队一向以产业趋势挖掘和资源整合见长，打通一二级市场、为产业和上市公司服务是我们一贯的宗旨。 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与您携手同行。

33� 海通证券 佘炜超

机械行业正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机械制造行业飞速发展，在轨交装备等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随着科技进步、经济转型，我国机械装备行业正焕发新的活力 ，设备升级趋势更加明显 ，核心零部件自主率也在不断提高，我

们很荣幸能够见证、研究 、推荐我国机械装备产业升级中的投资机会。 我们会坚持把扎实的基本面研究放在第一位，把前瞻分析、创造价值作为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寻找优秀公司和投资者共同发展的机会。

34华创证券 袁豪

争取更上一层楼

华创地产团队在房地产行业变革之际，独创性的形成了“小周期延长” 、“棚改货币化 ” 、“集中度三重跳增” 等众多行业领先性的独家观点 ，同时在2018年开始启动“风鹏正举” 系列公司深度报告 ，深入挖掘龙头公司的优缺点。 不过，2018年的

股票市场并不如年初所设想，我们对于政策和估值方面的判断有着不足 ，我们将总结经验、深入反思，争取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上更上一层楼。

35东方证券 竺劲

迎接掘金大时代

房地产市场将回归“房住不炒” 的根本属性。 未来开发商将面临两个重大挑战：行业内部强者恒强背景下，人才、土地 、资金不断向龙头集中，中型地产公司如何在平衡好杠杆和现金流背景下快速发展？ 行业龙头规模已

经很庞大，如何寻找新的多元化增长点支撑未来十年的成长？ 2018年底市场不可避免将进入收缩期，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发展使得房地产市场下滑幅度有限、分化加剧 ，我们将迎来一个掘金的大时代。

36海通证券 涂力磊

挑战与机遇并存

能有机会能站在这个领奖台上，感到非常荣幸。 面对过去 ，感谢海通研究所领导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细心指导。 展望未来，2019年将成为中国房地产更成熟的一年，板块孕育更多挑战和机遇。 优质地产企业不论从成长性还是估值

水平上都将有机会沐浴春风。 海通房地产团队将继续遵循认真、细致、勤勉 、尽责的工作作风，在未来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拼搏，争取为资本市场、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37光大证券 陈浩武

建材行业周期性弱化

获得金牛奖是对我们团队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我们团队亦将坚定以“立足研究本色，倡导价值投资” 的态度，不断前行，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

建材行业下游应用为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领域，“稳增长，调结构 ” 格局下，建材行业需求端是有保护的，这几年行业的分析框架更多在供给端寻找边际改善带来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供给端持续约 束的条 件下，建 材

行业的周期性亦会相应弱化。

38国泰君安证券 鲍雁辛

定当倍加努力

在研究生涯之中，我始终坚持专业、客观，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与灵魂的自由 。 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在意义，是经批评家之手来开掘的；而股票的价值是靠市场交易出来；那么，卖方的价值就是交易的参与，因此任何一个卖方，他的价值都要通过买方的评判去实

现，“金牛奖” 是市场对我们卖方的价值评判方式之一，时不我与，我们定当倍加努力 ，不断前行。

39国泰君安证券 韩其成

报告过百 成果颇丰

今年我们着重构建了建筑方法论财务透视系列 、复盘规律系列、深挖基建系列等报告。 深度解析了经济周期内财政货币政策对建筑公司业绩和股价传导机制和历史上货币信用紧缩周期内建筑行业的行情节奏、底部规律及牛股特质。 2018年至今我们完成报告135篇，上半年重点推荐公司中国化学、东易日盛的标的。 最

先在7月初前瞻性的提出建筑将于 7月底迎来超跌反弹。

40国盛证券 夏天

精准抓住了板块机会

当前中国经济由“量” 到“质 ” 的目标转变以及证券市场过去几年从浮躁到理性的审美转变，使得对卖方研究的需求也从注重短期信息跟踪与推荐逐渐转向深度研究与中长期定价。 国盛建筑团队拥有深厚的产业资源积累和

丰富的行业经验，并始终坚持以深度基本面研究成果来服务客户 。 我们在 7月中下旬第一时间精准的把握了稳基建政策带来的板块上涨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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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寻找具备高端装备核心

技术实现国产化的优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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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式投资时代来临

最近一年， 我们把握住

了工程机械龙头、 油服和半

导体的机会， 自下而上推荐

的部分标的表现优秀。 我们

逐步意识到， 依赖估值价差

来赚取收益难以维系， 资本

市场中大水漫灌式的投资机

会也将逐步消散，依靠战略、

管理和技术的赋能式投资时

代已经来临， 而我们团队一

向以产业趋势挖掘和资源整

合见长，打通一二级市场、为

产业和上市公司服务是我们

一贯的宗旨。 我们将不忘初

心，继续与您携手同行。

天风证券

邹润芳

机械行业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我国机械制造

行业飞速发展，在轨交装备

等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了世

界前列。 随着科技进步、经

济转型，我国机械装备行业

正焕发新的活力，设备升级

趋势更加明显，核心零部件

自主率也在不断提高，我们

很荣幸能够见证、 研究、推

荐我国机械装备产业升级

中的投资机会。 我们会坚持

把扎实的基本面研究放在

第一位，把前瞻分析、创造

价值作为孜孜不倦追求的

目标，寻找优秀公司和投资

者共同发展的机会。

海通证券

佘炜超

争取更上一层楼

华创地产团队在房地

产行业变革之际，独创性的

形成了“小周期延长”、“棚

改货币化”、“集中度三重跳

增”等众多行业领先性的独

家观点，同时在

2018

年开始

启动“风鹏正举”系列公司

深度报告，深入挖掘龙头公

司的优缺点。 不过，

2018

年

的股票市场并不如年初所

设想，我们对于政策和估值

方面的判断有着不足，我们

将总结经验、 深入反思，争

取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上更

上一层楼。

华创证券

袁豪

迎接掘金大时代

房地产市场将回归“房

住不炒”的根本属性。 未来

开发商将面临两个重大挑

战：行业内部强者恒强背景

下，人才、土地、资金不断向

龙头集中，中型地产公司如

何在平衡好杠杆和现金流

背景下快速发展？行业龙头

规模已经很庞大，如何寻找

新的多元化增长点支撑未

来十年的成长？

2018

年底市

场不可避免将进入收缩期，

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发展使

得房地产市场下滑幅度有

限、分化加剧，我们将迎来

一个掘金的大时代。

东方证券

竺劲

挑战与机遇并存

能有机会站在这个领

奖台上，感到非常荣幸。 面

对过去， 感谢海通研究所

领导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细

心指导。 展望未来，

2019

年

将成为中国房地产更成熟

的一年， 板块孕育更多挑

战和机遇。 优质地产企业

不论从成长性还是估值水

平上都将有机会沐浴春

风。 海通房地产团队将继

续遵循认真、细致、勤勉、

尽责的工作作风， 在未来

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拼

搏，争取为资本市场、为客

户创造更大价值。

海通证券

涂力磊

建材行业周期性弱化

获得金牛奖是对我们

团队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

持。 我们团队亦将坚定以

“立足研究本色， 倡导价值

投资”的态度，不断前行，为

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建材行业下游应用为

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领

域，“稳增长、调结构”格局

下，建材行业需求端是有保

护的，这几年行业的分析框

架更多在供给端寻找边际

改善带来的投资机会；同时

也必须认识到在供给端持

续约束的条件下，建材行业

的周期性亦会相应弱化。

光大证券

陈浩武

倍加努力 继续前行

在研究生涯之中，我始

终坚持专业、客观，保持了

精神的独立与灵魂的自由。

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内

在意义，是经批评家之手来

开掘的；而股票的价值是靠

市场交易出来；那么，卖方

的价值就是交易的参与，因

此任何一个卖方，他的价值

都要通过买方的评判去实

现，“金牛奖”是市场对我们

卖方的价值评判方式之一。

时不我与，我们定当倍加努

力，不断前行。

国泰君安证券

鲍雁辛

报告过百 成果颇丰

今年我们着重构建了

建筑方法论财务透视系列、

复盘规律系列、深挖基建系

列等报告。深度解析了经济

周期内财政货币政策对建

筑公司业绩和股价传导机

制和历史上货币信用紧缩

周期内建筑行业的行情节

奏、 底部规律及牛股特质。

2018

年至今我们完成报告

135

篇， 上半年重点推荐公

司中国化学、东易日盛的标

的。 最先在

7

月初前瞻性地

提出建筑将于

7

月底迎来超

跌反弹。

国泰君安证券

韩其成

精准抓住板块机会

当前中国经济由“量”

到“质”的目标转变以及证

券市场过去几年从浮躁到

理性的审美转变， 使得对

卖方研究的需求也从注重

短期信息跟踪与推荐逐渐

转向深度研究与中长期定

价。 国盛建筑团队拥有深

厚的产业资源积累和丰富

的行业经验， 并始终坚持

以深度基本面研究成果来

服务客户。 我们在

7

月中下

旬第一时间精准地把握了

稳基建政策带来的板块上

涨行情。

国盛证券

夏天

机械 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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