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海通证券 -固定收益）

海通证券 -固定收益方向研究小组（姜超、周霞）

站在新的起跑线

11月是分析师收获的季节 ，感谢中证报给海通固收团队颁发这个奖项，这里面承载了各家机构对我们过去一年来工作的肯定与赞赏。

过去的一年我们忙忙碌碌，共发表了300多篇报告；微信平台 365天全年无休，粉丝突破8万 ，单篇文章最高点击量42万 ；一年出差飞行20万公里里程，足够绕地球 5圈，航旅纵横排名秒杀99%的旅客。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投资有帮助 ，有幸我们去年在市场方向的把握上做到了一定的领先性。 2014年底率先提出《零利率是长期趋势》，2015年初提出《当高利率已成往事》，2季度率先推出类固收系列专题，全方位解读分级A、打新 。 8月汇改后，我们迅速推出市场独家的《“换了美元买什么 ”》系列报告 ，详细解读中国美元债、美元固定收益资产（MBS、ABS、REITs等）和境内外地产债投资价值 ；8月底降准降息之后，我们再次大手笔下调 10年国开债利率中枢至 3 .5%， IPO重启后我们看债市短期修养生息，为来年做准备 。

获得这个奖项只能说明过去我们做的不错，但那已经是过去时，我们要站在新的起跑线开始新一轮赛跑 。 我们已经准备好 ，新的一年一如既往，为大家提供最深入的研究 ，最到位的服务。

（02-国信证券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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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索与发现远未结束

非常荣幸获得2015年固定收益方向金牛奖第二名，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做好今后工作的一种鼓励，感谢大家。

客观而言 ，2015年对于资历多年的投资者、分析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周期区间波动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驾御经验主义与新思维的平衡是每一个经历者需要不断摸索的新课题，而这一问题的探索与发现还远远没有结束 。

国信证券固定收益研究团队是从 3月下旬 ，地方债券纷争严重冲击市场之时扛起的多头大旗，此后历经了诸多纷争的考验 ，期间也曾孤立无援，也曾彷徨无助。 而最终，回首过去，我们静下心来去剖析影响 ，尽量发出我们最真挚的声音，的确是今年做的最正确的事。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03-国泰君安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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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有价值具深度的研究

2015年国泰君安债券研究团队上半年提示债市风险 ，在7月初债市上涨前夜，连续三篇重磅报告横空出世，勇敢看多，完成神奇转身。 在信用策略研究方面，准确把握了信用策略大趋势，而且抓住了3月份供给冲击带来的城投债投资波段机会 ，以及从3月份开始强烈推荐了房地产债的交易价值。 暨2014年独家推出系列重磅手册之后，2015年共推出债券研究的八大重磅手册，涵盖地方政府债、信用行业分析 、机构行为、地方政府评级、人民币汇率等等重要专题，深得投资者好评。

我们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以为债券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最有价值、最具深度的研究为己任 ，事实证明 ，我们做到了！

谢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团队长期以来的支持，无以为报 ，只能更加努力的为大家提供更高质量、更具特色的研究和服务。

（04-中信建投 -固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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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求卓越

感谢金牛分析师评选提供了这样一个施展理想的平台 ，也感谢广大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与厚爱，给予了我们中信建投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这个荣誉。 我们团队的成长与进步，始终离不开您的倾心关注和鼎力支持 。 对于市场，我们认为经济大格局是明年经济继续探底 ；通胀大格局是CPI回调，明年通胀低于今年的 1.5%。 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通缩而不是通胀。 粮价和猪价的近期下行将促成我们预言成真。 货币政策大格局是双降仍有空间，负利率是伪命题。 因此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正如我们在 3月份提醒大家的，勿用显微镜看风险，宜用望远镜看机会 。 考虑到临近年底，市场也可能需要

调整，但调调更健康。 调整时间不会持续太长，幅度不会过大。 调整带来进场机会。 车速降下来 ，乘客更安全，慢牛走的更长远。 正在观望 、等待上车的旅客更是欢欣鼓舞 ，而他们正是牛市的推动力量。

最后，希望我和我的团队能延续此前的兢兢业业 ，追求卓越，也希望我们的资本市场、债券市场更加精彩。

（05-招商证券 -固定收益）

招商证券 -固定收益方向研究小组 (孙彬彬 、涂波、孙倩倩、周岳 )

秉承知行合一理念

获此殊荣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是我们团队首次获得金牛奖 ，感谢我们团队每一个小伙伴辛勤的付出，同时特别感谢招商证券和研发中心各位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与支持，更要感谢各位买方朋友的厚爱。 我们将秉持知行合一的理念，认真做好研究，为市场提供更加务实有效的服务！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证券报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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