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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掘行业研究

第一名

广发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沈涛、安鹏）

冷清如斯 坚守如故

感谢金牛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感谢广

大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支持与厚爱。 2015年对于所有

煤炭行业研究员而言无疑是最为艰难的一年，煤炭市场

及其关注度持续下行，但我们始终坚持了对行业最紧密

的跟踪和持续的深入研究， 因为我们理解的卖方研究，

不仅是在行业有机会的时候摇旗呐喊，更是在行业低迷

的时候积累沉淀， 并尽力转化为对投资有价值的成果。

无论煤炭行业的前景如何，我们都将一如既往地为投资

者识别风险、发现价值，相信十年磨一剑，周期性行业的

高峰与低谷我们都志在必行。

第二名

招商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卢平）

行业无看点 个股有机会

感谢主办方和金牛奖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也感

谢行业内投资者和各界朋友，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

励是我们不懈努力的根本动力。 2015年煤炭行业持续

低迷，而煤炭股却屡创新高。 虽然我们对行业仍持谨慎

态度，但在坚持最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的同时，我们及时

地切入煤炭的“互联网+” 领域，推出了若干上半年大

牛股。 未来我们坚信“行业无看点，个股有机会” 的观

点，深入挖掘行业内转型标的，同时也会紧密跟踪政府

主导下的兼并重组机会。

第三名

国泰君安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史江辉、吴杰）

另辟思路 做空期货

首先，十分感谢主办方颁给我们这个奖项。其次，感

谢国泰君安研究所的领导给予的支持。过去一年煤价延

续了下跌的趋势，但国泰君安证券煤炭团队保持了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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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事实上是商品投资的一个大年，做空是很

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还要感谢众多客户的支持，希望来

年我们能够继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第四名

中信建投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李俊松、万炜、

王祎佳、黄帅）

积极挖掘结构性亮点

2015年我们团队在行业弱势调整中，积极发掘结构

性亮点， 成功捕捉了为数不多的投资时机。 今年上半

年，我们团队成功把握了2-6月份的板块性机会。 针对

市场的主题热点，我们先后组织了两次大型投资策略会

议，并撰写了供应链金融系列4篇深度行业与公司深度

报告。 国企改革也是我们今年重点推荐的主题。 过去一

年要特别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在

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整装出发，为您挖掘更多投资机会和

牛股以回报。

第五名

长江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董辰）

行业虽冷 热情依旧

过去的一年里，市场的大幅波动和采掘行业的不景

气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挑战， 但我们始终秉承专注、专

业、价值的导向，采用上下分层、前后比较、长短兼顾内

外结合的思维研究框架，较为准确的把握了行业基本面

中长期发展方向及短期动态变化。 行业虽冷，但我们的

热情依旧，感谢主办方和投资者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鼓

励， 感谢长江证券给我们这样的新人提供非常好的平

台。 作为一个年轻的团队，未来我们仍会继续用年轻饱

满的热情作出专业的研究与服务。

餐饮旅游行业研究

第一名

华泰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薛蓓蓓、刘洋）

风起于青萍之末 浪成于微澜之间

做最懂旅游产业的证券分析师———这是初涉旅游

研究时自己许下的愿景。 彼时二级市场仍以景区类上

市公司为主，而以度假和出境游为代表的消费升级已悄

然兴起， 变革叠加预期差让我们看到了弯道超车的机

会。 后来，市场的注意力终于转向了产业，我们却再一

次“逆向而行” ，选择自上而下“无差异” 地推荐整个旅

游板块，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代的开启。 风起于青

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看着梦想照进现实，一路走

来内心是满满的成就感， 我们坚信市场的价值发现功

能。 躬逢盛事，我们与有荣焉。

第二名

兴业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李跃博）

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努力并

给予认可，同时也非常感谢领导、同事、家人给予的支

持。 明年，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勤奋努力，深入行业研

究和个股挖掘，预祝所有投资者业绩长虹。

第三名

国泰君安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许娟娟、陈

均峰）

消费品研究的灵感源自生活感悟

分析师的研究框架是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映射，消

费品研究尤其明显。 消费品研究的灵感源自生活感悟，

符合主流社会进步方向的新产品会替代原有产品，提升

资源配比效率的新模式会替代原模式。 中国消费品市

场的规模之大、 需求层次之丰富是任何一国无法媲美，

一定会涌现大量新型商业模式，研究无法对标，考量分

析师思维的创新能力。

第四名

国信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曾光、钟潇)

重点公司看得准、跟得住

十年卖方路，十年扎根于社会服务行业研究。 每一

年，我们都用心推出至少十多份业内颇具水准的深度报

告；每一年，我们都精心组织数十次以上调研或现场/电

话会议交流；每一年，我们都提供数百次的现场路演/电

话路演，150-200篇的正式报告，数千次的邮件、短信、

微信持续跟踪交流服务。 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重点公

司我们看得准，跟得住！ 值此之际，我们真诚地感谢各

位投资者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任！

第五名

中信建投证券餐饮旅游行业研究小组（刘越男）

挖掘成长 把握价值

感谢中国证券报、各位投资者的认可和鼓励。 金牛

分析师评选是业内极具影响力的评奖活动。 作为新晋

分析师，获此奖项、深感荣幸。 旅游行业经历了外在因

素导致的低迷后，在需求升级与政策支持下，再度迎来

发展的黄金时代。 挖掘成长、把握价值，是我们的理念。

新的一年，我们唯有更努力的工作、更高效的推荐、更有

价值的研究、更贴心到位的服务，才能回报各位投资者

的厚爱。 祝中国股市长红，旅游景气不退，中国证券业

金牛分析师评选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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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如斯 坚守如故

感谢金牛奖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一个平台，也感谢

广大机构投资者对我们的

支持与厚爱。 2015年对于所

有煤炭行业研究员而言是

最为艰难的一年，煤炭市场

及其关注度持续下行，但我

们始终坚持对行业最紧密

的跟踪和持续的研究，因为

我们理解的卖方研究，不仅

是在行业有机会的时候摇

旗呐喊，更是在行业低迷的

时候积累沉淀，并尽力转化

为对投资有价值的成果。

广发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

（沈涛、安鹏）

行业无看点

个股有机会

感谢主办方和金牛奖

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

也感谢行业内投资者和各

界朋友， 你们一如既往的

支持和鼓励是我们不懈努

力的根本动力。 我们在坚

持最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的

同时， 及时地切入煤炭的

“互联网+” 领域。 未来我

们坚信“行业无看点，个股

有机会” 的观点，深入挖掘

行业内转型标的。

招商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

（卢平）

另辟思路 做空期货

十分感谢主办方颁给

我们这个奖项。 感谢国泰君

安研究所的领导给予的支

持。 过去一年煤价延续了下

跌的趋势，但国泰君安证券

煤炭团队保持了对行业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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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事实上是商品投

资的一个大年，做空是很好

的投资机会。 希望来年我们

能够继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国泰君安证券采掘

行业研究小组

（史江辉、吴杰）

积极挖掘结构性亮点

2015年我们团队在行

业弱势调整中， 积极发掘

结构性亮点， 成功捕捉了

为数不多的投资时机。 今

年上半年， 我们团队成功

把握了2-6月份的板块性

机会。 针对市场的主题热

点， 我们先后组织了两次

大型投资策略会议， 并撰

写了供应链金融系列4篇

深度行业与公司深度报

告。 过去一年要特别感谢

各位领导和朋友对我们的

关注和支持。

中信建投证券采掘

行业研究小组 （李

俊松、万炜、王祎佳、

黄帅）

行业虽冷 热情依旧

过去的一年里，市场的

大幅波动和采掘行业的不

景气给研究工作造成一定

挑战， 但我们始终秉承专

注、专业、价值的导向，采用

上下分层、前后比较、长短

兼顾内外结合的思维研究

框架，较为准确的把握了行

业基本面中长期发展方向

及短期动态变化。 行业虽

冷， 但我们的热情依旧，感

谢主办方和投资者对我们

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长江证券采掘行业

研究小组

（董辰）

风起于青萍之末

浪成于微澜之间

做最懂旅游产业的证

券分析师———这是初涉旅

游研究时自己许下的愿景。

市场的注意力转向了产业，

我们却再一次 “逆向而

行” ，选择自上而下“无差

异” 地推荐整个旅游板块，

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大时

代的开启。看着梦想照进现

实，一路走来内心是满满的

成就感，我们坚信市场的价

值发现功能。 躬逢盛事，我

们与有荣焉。

华泰证券餐饮旅游

行业研究小组

（薛蓓蓓、刘洋）

不忘初心 继续努力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

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努力

并给予认可， 同时也非常

感谢领导、同事、家人给予

的支持。 明年，我们将不忘

初心，继续勤奋努力，深入

行业研究和个股挖掘，预

祝所有投资者业绩长虹。

兴业证券餐饮旅游

行业研究小组

（李跃博）

消费品研究的灵感

源自生活感悟

分析师的研究框架是

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映射，

消费品研究尤其明显。符合

主流社会进步方向的新产

品会替代原有产品，提升资

源配比效率的新模式会替

代原模式。中国消费品市场

的规模之大、需求层次之丰

富是任何一国无法媲美，一

定会涌现大量新型商业模

式，研究无法对标，考量分

析师思维的创新能力。

国泰君安证券餐饮

旅游行业研究小组

（许娟娟、陈均峰）

重点公司

看得准、跟得住

十年卖方路，十年扎根

于社会服务行业研究。 每一

年，我们都用心推出至少十

多份业内颇具水准的深度

报告；每一年，我们都精心

组织数十次以上调研或现

场/电话会议交流；每一年，

我们都提供数百次的现场

路演/电话路演，150-200篇

的正式报告。 我们可以负责

任地说：重点公司我们看得

准，跟得住！

国信证券餐饮旅游

行业研究小组

(曾光、钟潇)

挖掘成长 把握价值

感谢中国证券报、各

位投资者的认可和鼓励。

金牛分析师评选是业内极

具影响力的评奖活动。 作

为新晋分析师，获此奖项、

深感荣幸。 旅游行业经历

了外在因素导致的低迷

后， 在需求升级与政策支

持下， 再度迎来发展的黄

金时代。 新的一年，我们唯

有更努力的工作、 更高效

的推荐、更有价值的研究、

更贴心到位的服务， 才能

回报各位投资者的厚爱。

中信建投证券餐饮

旅游行业研究小组

（刘越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