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传媒行业研究

第一名：安信证券传媒行业研究（文浩、许彬）

感谢评委会授予我们传播与文化行业“金牛奖” 第一名的荣誉。 这份殊荣代表着投资者对我们的充分肯定，代表着我们的勤奋、努力与专注被市场所感知和认可，对我们是鼓励，更是监督，给予我们的是信心，更是责任。

我们致力于作出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产业研究。 为此我们和上市公司与产业专家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进行高密度的调研和交流。 在此基础上，我们2013年率先在行业提出传媒投资大趋势到来，提出传媒行业进入大众消费，掌趣、光线、华谊、华录代表的游戏影视内容行业进入爆发期；创新颠覆逻辑下乐视网、东方财富、百视通代表新媒体公司正在颠覆中创新成长。 2014年提出在传媒互联网行业新的关注焦点不停留在成长性，而在于需要不断创新变革，推出深度报告《共享极致变革，迎接跨越融合》，提出龙头公司会引领新一轮创新变革和跨界融合，重点推荐了跨界收购融合的华录百纳等标的，同时率先提醒国企

改革和体育振兴机会，推荐粤传媒、浙报传媒、人民网等。

2传媒行业研究

第二名：招商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顾佳 、郝彪、陈虎、张洁）

2014年是传媒板块精彩纷呈的一年，传统媒体的“触网” 、龙头公司的版图扩张、各行业与传媒领域的跨界结合络绎不绝 ，同时贯穿着互联网彩票 、在线教育、体育发展、数字营销等主题热点。 通过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及调研交叉验证，我们今年较准确地把握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其中年初对垂直互联网的专题研究以及8月以来对营销板块的底部推荐获得市场广泛认可，重点推荐的华录百纳、三六五网、科冕木业等个股年内均有不俗表现。

展望2015年，我们看好三条投资主线：一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多点开花；二是国企改革为传统媒体带来历史机遇 ；三是低估值的龙头白马获得修复性机会。 尤其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或将成为明年瑰宝：一方面网络对传统行业的渗透进一步加深，极大地颠覆固有商业业态和价值链，这个融合过程也将蕴含巨大的投资机遇；另一方面，消费互联网领域垂直电商 、互联网金融等变现模式将更成熟，移动营销、移动视频等细分领域步入加速增长轨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投资价值将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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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广发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赵宇杰、杨琳琳）

感谢金牛奖评委及投资者对我们的支持 。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凭借前瞻、高效 、扎实的研究工作和深厚的产业人脉积累，取得明显的领先优势和具有成效的工作成绩 ，具体表现在“持续独家原创挖掘全新牛股、借助领先的广泛而深厚产业资源和人脉积累进行深入产业链研究、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走在前面 、持续及时的创新研究与日常服务” 。

这样的工作强度，我们一坚持就是 7年，成为业内独一无二 、最为资深的互联网传媒团队。 我们经历了行业由屌丝到高富帅的完整历程，见证了行业的低迷和兴盛，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们能更好把握产业发展的逻辑、趋势和投资机会。 我们成长速度是要求保持半年为周期来不断迭代、不断突破，方能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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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名：东方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 (张良卫、孟玮 、张杰伟 )

非常荣幸能够在金牛奖评选中上榜，获得金牛分析师称号，回顾这一年来的成绩 ，我们认为我们精准把握行业的投资节奏和推荐时点，推荐牛股掷地有声 。 今年传媒互联网板块的投资主线比较分散，难度较去年加大。 但是我们紧跟传媒政策热点和互联网产业趋势，一二级市场联动 ，准确发掘手游、节目制作、传统媒体转型 、移动医疗 、数字营销等一批子版块优质标的，推荐成果卓有成效。

此外，尽管在主题盛行和小市值转型风格下，白马股价今年表现并不突出，但是我们从内生成长持续性和大资金长线配置的角度，依然着坚守白马龙头的持续跟踪研究和服务。 我们深入产业链 ，保持了每月组织系列调研活动的节奏 ，形成了网络游戏、节目制作、数字营销、互联网中概四大专题系列调研品牌 ，累计30场以上调研+沙龙。

着眼于明年的布局，我们认为三大方向应获得充分重视：一是数字营销、电视节目 、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是今年到明年持续性的主线，越来越多的公司涉足这些业务，业务转型相关个股仍将是重要看点；二是作为文化传媒领域的分支之体育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产业，体育产业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 ；三是国有文化传媒企业转型和新媒体转型是下一阶段传媒板块最重要投资方向，国有文化企业改革释放红利带来价值重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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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方正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皮舜 、郭毅、张帆、范小明）

感谢金牛奖，感谢广大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信任和肯定。 2014年，传媒行业风起云涌，作为行业的参与者，我们努力把握“跨界化、互联网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行业趋势，站在产业的高度，贯通A股、美股 、港股，连接一、二级市场，把握风向 ，寻找结构性的投资机会，致力于成为产业趋势投资策动人、挖掘机、推动者。

以“一年一部代表作” 的方式，我们已推出了两部商业史系列———《传媒巨头：迪士尼》、《游戏巨头：美国艺电和动视暴雪》，为上市公司高管 、一、二级市场投资者提供了理解产业趋势/行业本质/商业模式的指南；以“持续引领传媒板块投资新潮流” 为使命，从互联网彩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营销到体育产业，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深度报告、深度纪要、产业沙龙、专家培训、公司调研，以我们特有的“前瞻、精准 、深入” ，帮助投资者捕捉风口、透析趋势、发现价值 。

未来，我们相信传媒板块“跨界化、互联网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趋势将得以延续，我们也会继续深度践行“产业趋势投资策动人、挖掘机、推动者” 的理念 ，坚持我们的Style、形成我们的模式，为一、二级市场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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