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工作谈场恋爱

钢铁行业被戏称为没

有前途的夕阳行业， 说严

重点儿就是研究员的 “坟

墓”，被淘汰、被冷落、被边

缘概率远远大于其他行

业。 可是，他真的是个不好

看的行业吗？ 我不这么认

为， 并用实际行动在证明

市场是需要拿“显微镜

+

望

远镜”去看他的，而不是有

色眼镜。 如果能把工作当

初恋， 我相信永远不会枯

燥无味。

紧贴市场行业进行研究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

们的思路一直紧贴市场热

点和行业最新动态，力争为

投资者提供最为前沿和准

确的行业和市场信息。 同

时，我们也结合自身的分析

和经验，力争为投资者提供

尽可能有效的投资建议。

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也有

尚待完善的地方，对于很多

领域的投资机会还有待进

一步发掘，对研究的细化也

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名：广发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沈涛、安鹏）

2014年对于所有煤炭行业研究员而言仍然是艰难的一年。 但是，对于卖方研究员而言，能宠辱不惊地面对行业冷暖兴衰，或许本身就是从优秀迈向卓越的一道台阶。 而外界对于我们研究关注的减少，则鞭策我们更加勤勉的工作，更好地为客户识别风险，发现价值 。 再次感谢广大机构投资者，你们的支持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家人。

第二名：申银万国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刘晓宁、陈超、林开盛、黄瑞娇）

煤价进入反弹周期。 限产以及控制进口等政策有望逐步显现效果，有助于产业链较快去库存；四季度水电进入枯水期，煤炭下游产业冬储进入补库存周期 ，有望拉动煤炭需求回升 。 我们判断煤炭价格已经进入反弹周期 。 未来半年煤炭板块将迎来煤价、转型和改革双轮驱动的行情。

第三名：招商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卢平、张顺、孔微微）

作为业内最为资深的煤炭研究团队，我们见证了行业的周期轮回，一直执着的坚守在备受冷落的煤炭行业，试图在绝望的市场中给投资者带来启示和慰藉。 展望 2015年，伴随着宏观经济放缓 ，预计需求难有大的改善，但煤炭行业脱贫救困政策一直在积极实施，且预计实施力度将继续加强，行业供需形势有望改善。

第四名：国泰君安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史江辉、吴杰）

过去一年煤价延续了下跌趋势，整个煤炭行业都很不景气，煤炭股也缺少好的投资机会。 但我们还是保持了对行业紧密的跟踪，在股票缺少机会的背景下 ，我们另辟思路，自2013年底就建议在期货市场上做空黑色产业链的商品。 行业不景气中，很多同行都已经开始兼看其他行业，我们是少有还坚持看煤炭的小组，希望来年能够继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

第五名：中信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祖国鹏）

2014年煤价依旧一路下行，煤炭板块依然处于谷底，专注坚守的煤炭研究员少了又少。 但作为主流卖方中人员配置最少的煤炭研究团队，我们始终秉持守正有成、久久为功的信念，深耕煤炭板块研究，为大家提供尽可能细致精准的研究成果。 感谢您为我们投出的宝贵一票 ，这既是对我们的认可，亦将鞭策我们前行。

第一名：长江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刘元瑞、王鹤涛 、陈文敏）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口红利结束、经济转型开始 ，工业品需求都将呈现见顶回落的趋势。 不过，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使得行业在自身调整过程中，部分公司存在资产变革和重估的契机，我们建议在市场风险偏好较高的情况下，继续遵循小市值、前期涨幅小、变革可能性高 、重估概率大的选股思路。

第二名：齐鲁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笃慧、郭皓）

我们具有 10年钢铁实业及研究经验，拥有深厚产业链人脉资源及完善的研究体系 。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对齐鲁钢铁团队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齐鲁钢铁团队将继续秉承研究创造价值的理念 ，继续以扎实的研究、前瞻性的判断、不懈的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第三名：招商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张士宝、孙恒业）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我们的思路一直紧贴市场热点和行业最新动态，力争为投资者提供最为前沿和准确的行业和市场信息。 同时，我们也结合自身的分析和经验，力争为投资者提供尽可能有效的投资建议。 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也有尚待完善的地方，对于很多领域的投资机会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对研究的细化也有待进一步深入。 但有了金牛奖的肯定，我们有信心在未来的工作中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

第四名：广发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冯刚勇 、王招华 、李莎）

感谢投资者对广发钢铁研究团队的认可和支持 。 2014年我们共撰写各类报告 234篇，其中深度报告 16篇。 重点推荐的大冶特钢涨幅超过80%，久立特材涨幅超过 40%，玉龙股份最大涨幅超过 50%。 8月28日广发钢铁团队独家组织了全国钢铁电商2014年峰会。 2014年我们抓住了特钢 、普钢、钢铁电商等领域投资机会，未来我们将更好地做好研究工作。

第五名：华泰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陈雳）

钢铁行业被戏称为没有前途的夕阳行业，说严重点儿就是研究员的“坟墓”，被淘汰 、被冷落、被边缘概率远远大于其他行业。 可是，他真的是个不好看的行业吗？ 我不这么认为，并用实际行动在证明市场是需要拿“显微镜+望远镜”去看他的，而不是有色眼镜。 如果能把工作当初恋，我相信永远不会枯燥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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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 （沈涛、安

鹏）

申银万国证券采掘

行业研究小组 （刘

晓宁、陈超、林开盛、

黄瑞娇）

招商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卢平、张

顺、孔微微）

国泰君安证券采掘

行业研究小组 （史

江辉、吴杰）

中信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祖国鹏）

长江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刘元

瑞、王鹤涛、陈文敏）

齐鲁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笃

慧、郭皓）

招商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张

士宝、孙恒业）

广发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冯刚

勇、王招华、李莎）

华泰证券黑色金属

行业研究小组 （陈

雳）

宠辱不惊面对冷暖

2014

年对于所有煤炭行

业研究员而言仍然是艰难的

一年。 但是，对于卖方研究员

而言，能宠辱不惊地面对行业

冷暖兴衰， 或许本身就是从

优秀迈向卓越的一道台阶。

而外界对于我们研究关注的

减少， 则鞭策我们更加勤勉

的工作， 更好地为客户识别

风险，发现价值。 再次感谢广

大机构投资者， 你们的支持

是我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同

时，也要感谢我们的家人。

煤炭板块迎双轮驱动

煤价进入反弹周期。限

产以及控制进口等政策有

望逐步显现效果，有助于产

业链较快去库存；四季度水

电进入枯水期，煤炭下游产

业冬储进入补库存周期，有

望拉动煤炭需求回升。 我

们判断煤炭价格已经进入

反弹周期。 未来半年煤炭

板块将迎来煤价、转型和改

革双轮驱动的行情。

坚守冷门行业

作为业内最为资深的

煤炭研究团队， 我们见证

了行业的周期轮回， 一直

执著的坚守在备受冷落的

煤炭行业， 试图在绝望的

市场中给投资者带来启示

和慰藉。 展望

2015

年，伴随

着宏观经济放缓， 预计需

求难有大的改善， 但煤炭

行业脱贫救困政策一直在

积极实施， 且预计实施力

度将继续加强， 行业供需

形势有望改善。

另辟思路 创造价值

过去一年整个煤炭行

业都很不景气，煤炭股也缺

少好的投资机会。但我们还

是保持了对行业紧密的跟

踪，在股票缺少机会的背景

下，我们另辟思路，自

2013

年底就建议在期货市场上

做空黑色产业链的商品。行

业不景气中，很多同行都已

经开始兼看其他行业，我们

是少有还坚持看煤炭的小

组，希望来年能够继续为客

户创造价值。

守正有成 久久为功

2014

年煤价依旧一路

下行， 煤炭板块依然处于

谷底， 专注坚守的煤炭研

究员少了又少。 但作为主

流卖方中人员配置最少的

煤炭研究团队， 我们始终

秉持守正有成、 久久为功

的信念， 深耕煤炭板块研

究， 为大家提供尽可能细

致精准的研究成果。 感谢

您为我们投出的宝贵一

票，这既是对我们的认可，

亦将鞭策我们前行。

十年研究铸造辉煌

我们具有

10

年钢铁实

业及研究经验， 拥有深厚

产业链人脉资源及完善的

研究体系。 非常感谢大家

的支持和对齐鲁钢铁团队

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齐

鲁钢铁团队将继续秉承研

究创造价值的理念， 继续

以扎实的研究、 前瞻性的

判断、 不懈的服务为客户

创造更大价值。

行业调整带来变革契机

国际经验表明， 随着

人口红利结束、 经济转型

开始， 工业品需求都将呈

现见顶回落的趋势。 不过，

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使得行

业在自身调整过程中，部

分公司存在资产变革和重

估的契机， 我们建议在市

场风险偏好较高的情况

下，继续遵循小市值、前期

涨幅小、变革可能性高、重

估概率大的选股思路。

成果丰厚 善抓机会

感谢投资者对广发钢

铁研究团队的认可和支

持。

2014

年我们共撰写各

类报告

234

篇，其中深度报

告

16

篇。 重点推荐的大冶

特钢涨幅超过

80%

，久立特

材涨幅超过

40%

，玉龙股份

最大涨幅超过

50%

。

8

月

28

日广发钢铁团队独家组织

了全国钢铁电商

2014

年峰

会。

2014

年我们抓住了特

钢、普钢、钢铁电商等领域

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