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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领域研究

1海通证券-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小组

(姜超,顾潇啸)

2国泰君安证券-宏观经济领域研究

小组(任泽平,韦志超)

3申万宏源证券-宏观经济领域研究

小组(李慧勇,李一民,李勇,牟冰旋,邱涤凡,

吴金铎,王健,余子珍)

4华创证券-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小组

(牛播坤,钟正生,余芽芳,周笑雯,夏天然)

5兴业证券-宏观经济领域研究小组

(王涵,贾潇君,卢燕津,王连庆,王轶君,唐跃)

●投资策略方向研究

1申万宏源证券-投资策略方向研究

小组(王胜,谢伟玉,林丽梅,金倩婧,王佳音,

张潇潇)

2海通证券-投资策略方向研究小组

(荀玉根,张华恩,李珂,汤慧,刘瑞)

3安信证券-投资策略方向研究小组

(徐彪,诸海滨,刘名斌,江金凤)

4国泰君安证券-投资策略方向研究

小组(乔永远,戴康,王德伦,杨腾)

5兴业证券-投资策略方向研究小组

(张忆东,吴峰,李彦霖,翁湉,周琳)

●金融工程领域研究

1海通证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组

(高道德,吴先兴,倪韵婷,郑雅斌,冯佳睿,张

欣慰,纪锡靓)

2广发证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

组 (罗军 ,安宁宁 ,史庆盛 ,马普凡 ,张超，

严佳炜)

3申万宏源证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

小组(杨国平,朱岚,陈杰,蒋俊阳,刘均伟,丁

一,曹春晓,邓虎,夏祥全,邵立夫,马骏,徐信

喆,宋施怡,徐溪)

4国泰君安证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

小组 (刘富兵 ,赵延鸿 ,耿帅军 ,刘正捷 ,李

雪君)

5方正证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组

(高子剑)

●固定收益方向研究

1海通证券-固定收益方向研究小组

(周霞,姜超)

2国信证券-固定收益方向研究小组

(董德志,赵婧,魏玉敏,柯聪伟,李智能)

� � � � 3国泰君安证券-固定收益方向研究

小组(徐寒飞 ,张莉 ,覃汉 ,刘毅 ,高国华 ,郑

文佳)

4中信建投证券-固定收益方向研究

小组(黄文涛,王洋,胡艳妮,董晖,郑凌怡,曾

羽,季伟杰,徐鹏)

5招商证券-固定收益方向研究小组

(孙彬彬,涂波,孙倩倩,周岳)

●银行业研究

1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 (邱

冠华)

2平安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励雅敏、

黄耀锋、袁喆奇)

3兴业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吴畏,傅

慧芳,史国财)

4华泰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罗毅)

5广发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 (沐华,

屈俊)

●非银行金融研究

1国泰君安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

组(刘欣琦,孔祥,赵湘怀,王宇航)

2海通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孙

婷,丁文韬,吴绪越,王维逸)

3东方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唐

子佩,王剑,孙金霞)

4安信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赵

湘怀，张龙)

5招商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洪

锦屏)

●房地产行业研究

1中信建投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小

组(苏雪晶 ,陈慎 ,刘璐 ,赵大震 ,江宇辉 ,周

子涵)

2海通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小组(涂

力磊,谢盐,贾亚童)

3国泰君安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小

组(侯丽科,李品科,申思聪,梁荣)

4广发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小组(乐

加栋,郭镇)

5国信证券-房地产行业研究小组(区

瑞明,朱宏磊)

●通信设备行业研究

1中信建投证券-通信设备行业研究小

组(武超则,于海宁,王大鹏,崔晨,徐荃子)

2长江证券-通信设备行业研究小组

(马先文,胡路)

3国泰君安证券-通信设备行业研究

小组(宋嘉吉,周明,王胜)

4国信证券-通信设备行业研究小组

(程成,李亚军)

5安信证券-通信设备行业研究小组

(胡又文,李伟,汤旸旸,张轶乾,柳士威)

●传媒行业研究

1安信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文浩,

许彬,杨文硕)

2方正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 (杨

仁文)

3招商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顾佳,

王京乐,张洁,方光照)

4东方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张良

卫,李竹君)

5国泰君安证券-传媒行业研究小组

(陈筱)

●电子行业研究

1安信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赵晓

光,郑震湘,邵洁,安永平)

2 广发证券 -电子行业研究小组

(许兴军 )

3方正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段迎

晟,孙远峰,文仲阳)

4光大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王国

勋,姜国平,薛亮,贺华平)

5招商证券-电子行业研究小组(鄢凡,

马鹏清)

●节能领域研究

1海通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牛品,

房青)

2申万宏源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

组(刘晓宁 ,叶旭晨 ,谷风 ,韩启明 ,董宜安 ,

王璐)

3广发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郭鹏,

陈子坤)

4华泰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弓永

峰，程鹏，何昕)

5国信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陈青

青,徐强)

●环保行业研究

1安信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邵

琳琳)

2广发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郭鹏,

陈子坤)

3兴业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汪洋)

4国信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陈青

青,徐强)

5东吴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袁理)

●新材料方向研究

1海通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钟

奇,施毅,刘博,田源)

2广发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巨

国贤,王剑雨,李莎)

� � � � 3申万宏源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

组(徐若旭,刘平,彭瑛)

4招商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张

士宝,孙恒业)

5中泰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林

照天,刘强)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

1兴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徐佳熹,项军,李鸣,孙媛媛)

2海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余文心,周锐,王威,郑琴,刘宇)

3国金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李敬雷,燕智,叶苏,李涛,彭婷)

4广发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张其立)

5国泰君安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

小组(丁丹,胡博新,屠炜颖)

●食品饮料行业研究

1招商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董广阳,杨勇胜,朱卫华)

2方正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薛玉虎,刘洁铭)

3安信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苏铖,刘颜)

4 中信建投证券 -食品饮料行业

研 究 小 组 ( 黄 付 生 , 吕 昌 , 蔡 雪 昱 , 许

奇峰 )

5国信证券-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小组

(刘鹏)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

1安信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吴立,刘哲铭)

2国泰君安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

小组(王乾)

3中泰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谢刚,张俊宇,陈奇)

4长江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陈佳)

5申万宏源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

小组(赵金厚,宫衍海,龚毓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新能源汽车）

1招商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

新能源汽车）小组(汪刘胜,唐楠,彭琪)

2 国泰君安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

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王炎学 ,

崔书田 )

3 海通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邓学 ,廖瀚博 )

� � � � 4申万宏源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新能源汽车）小组(蔡麟琳,陈建翔,宋

亭亭)

5方正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 （含

新能源汽车）小组(于特,白宇,岳清慧)

●能源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1中泰证券-能源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曾朵红,沈成)

2长江证券-能源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邬博华,马军,张垚)

3海通证券-能源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周旭辉,杨帅,徐柏乔)

4安信证券-能源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黄守宏)

5银河证券-能源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小组(张玲,于化鹏)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1银河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王华君,陈显帆,李辰,贺泽安,刘兰程,鞠厚

林,傅楚雄,李良)

2安信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邹润芳,王书伟)

3国泰君安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小组(吕娟,原丁,王浩,黄琨,张润毅)

4广发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罗立波,刘芷君)

5海通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龙华,张宇,熊哲颖)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

1广发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邹戈,唐笑,谢璐)

2国泰君安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

小组(鲍雁辛,张琨,黄涛,邓云程)

3安信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杨涛,夏天,孙明新)

4海通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赵健,邱友锋,钱佳佳)

5兴业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黄诗涛,李华丰,孟杰)

●化工行业研究

1安信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王席

鑫,孙琦祥,袁善宸)

2海通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邓勇,

王晓林,刘威,李明刚,张瑞)

3兴业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郑方

镳,徐留明,孙佳丽,唐婕)

4国泰君安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胡昂,肖洁,袁善宸,周新明)

5银河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裘孝

锋,王强)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

1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钟奇,施毅,刘博,田源)

2广发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巨国贤,宋小庆,陈子坤)

3安信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齐丁,衡昆)

4方正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杨诚笑,孙亮)

5长江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葛军,熊文静,王一川)

●采掘行业研究

1广发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沈涛,

安鹏)

2招商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卢平)

3国泰君安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史江辉,吴杰)

4中信建投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李俊松,万炜,王祎佳,黄帅)

5长江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董辰)

●黑色金属行业研究

1长江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刘元瑞,王鹤涛)

2海通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刘彦奇)

3兴业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任志强,邱祖学,兰杰)

4中泰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笃慧,郭皓)

5招商证券-黑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张士宝,孙恒业)

●交通运输行业研究

1国泰君安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

小组(郑武,岳鑫,凌军)

2兴业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

(龚里,王品辉,张晓云,王春环)

3招商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

(常涛,陈卓)

4海通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小组

(虞楠,姜明)

5申万宏源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研究

小组(吴一凡,陆达)

●商业贸易行业研究

1国泰君安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

小组(訾猛,林浩然)

2安信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刘章明)

3海通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汪立亭，李宏科)

4广发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洪涛,陈作佳)

5华泰证券-商业贸易行业研究小组

(许世刚)

●轻工制造行业研究

1申万宏源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

小组(周海晨,屠亦婷,范张翔,丁智艳)

2国泰君安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

小组(穆方舟,吴冉劼)

3招商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郑恺,濮冬燕,李宏鹏)

4兴业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雒雅梅,王婉婷)

5安信证券-轻工制造行业研究小组

(周文波,张妮)

●家用电器行业研究

1长江证券-家用电器行业研究小组

(徐春)

2安信证券-家用电器行业研究小组

(蔡雯娟)

3招商证券-家用电器行业研究小组(纪敏)

4申万宏源证券-家用电器行业研究

小组(周海晨,刘迟到)

5国信证券-家用电器行业研究小组

(王念春)

●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1华泰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

(薛蓓蓓,刘洋)

2兴业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

(李跃博)

3国泰君安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小组(许娟娟,陈均峰)

4国信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

(曾光,钟潇)

5中信建投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小组(刘越男)

●纺织服装行业研究

1海通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焦娟,唐苓)

2申万宏源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

小组(王立平,秦聪,许一帜)

3银河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陈腾曦,林骥川)

4东方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施红梅,糜韩杰,赵越峰)

5光大证券-纺织服装行业研究小组

(李婕,顾柔刚)

●新三板方向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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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泰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张帆,张

俊,黄旭良,马路萌,陈康)

3华创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邬煜,邱

正,张劲骐)

4兴业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纪云涛)

5中信建投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 (郑

军,张怀)

2015年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评选结果

◆最具潜力研究团队◆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大金牛研究团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最快进步研究团队◆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金牛奖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