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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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持独立与自由的研究基因

很幸运，一直有投资人的眷顾，指引和督促我们不断改进；在这数年的研究生涯之中我想我们秉承了坚持专业、客观、公正，保持了精神的独立与灵魂的自由，“飘一代”所践行的精神自由正是基因所在；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在意义，是经批评家之手来开掘的；而股票的价值是靠市场交易出来；那么，卖方的价值就是交易的参与，因此任何一个卖方，他的价值都要通过买方的评判去实现，“金牛奖”是市场对我们卖方的价值评判方式之一，时不我与，我们定当倍加努力，不断前行。

05兴业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黄诗涛、李华丰、孟杰 )

深刻研究 紧密跟踪

作为一个新人团队，我们始终秉持着勤奋严谨的态度寻找着建筑行业中的机会与变化，一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我们十分感激各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与深感肩上的责任与压力沉重，丝毫不敢懈怠。 未来我们必将用更深刻的研究、更紧密的跟踪以及更好的服务来回馈各位客户的信任与支持。 建筑行业在宏观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经营压力凸显 ，行业板块缺少整体的超额收益机会。 然而，行业的轻资产属性使得建筑企业纷纷开始寻求新的经营方向 ，这或许将成为未来3年建筑工程行业的主流趋势。 我们未来将的工作方向将主要针对于子行业景气度的剖析以及建筑企业转型方向的挖掘，希望能

够借此寻找到行业的亮点与投资机会。

04-海通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赵健、邱友锋、钱佳佳）

坚持勤勉 深入研究

“勤勉、独立 、客观”是我们作为卖方分析师执业的永久追求 。 此次获奖是对我们过去成绩的肯定，我们亦将一如既往地以投资者长期信任为第一要务、继续前进。

过去的一年，市场跌宕起伏，我们深知自身并无过人天赋 ，惟有勤勉 ，在对市场的敬畏中坚守根本，力求做到基础研究的深入、日常跟踪的及时、热点反应的迅速。

我们深知卖方的“独立、客观”是获得客户长期认可的基准要求，力求避免无理无据的传言、臆断，判断 、观点均基于对宏观形势、行业、公司及时深入的跟踪、分析 。

人最难做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的是变幻无常 。 我们初心不改，坚持已久 ，将持续以深入的基本面研究为基础、把握机会、为投资者创造财富，也将为市场上多一份清醒和客观继续努力。

03-安信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杨涛、夏天、孙明新 )

三条主线把握行业机遇

感谢中国证券报颁发金牛奖！ 我们团队对政策方向把握准确，能引领市场对主流建筑股的研究，善于挖掘行业新主题、底部坚定推荐股票，与上市公司关系紧密，能提供市场上最佳的上市公司调研和交流服务。 当前经济下行探底，宏观政策刺激投资加码，建筑行业从基本面出发看向三条主线：国内的传统企业转型（以互联网家装为代表）和改革（PPP模式推广及国企改革），以及海外市场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外部机会。

04-国泰君安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胡昂、肖洁、袁善宸、周新明 )

研究前瞻 推荐靠谱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机构投资者给予我们“金牛分析师”的荣誉称号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做扎实研究 、靠谱研究，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我们是最年轻、最有成长性的化工团队，也将是未来几年最为稳定、最具潜力的的团队之一。 我们秉承研究前瞻、推荐靠谱的理念。 关于推荐我们有三大原则：弄清行业 、公司基本面；紧跟上市公司；与市场差异化观点。 对于2016年化工的投资策略 ，我们避开传统，拥抱新经济、新成长，三方面选择投资方向：一是大农业种植 、农村互联网；二是电子化学品、锂电材料等新材料；三是谋求转型的公司 。

05-银河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裘孝锋、王强 )

为客户创造绝对价值

感谢中国证券报金牛奖对我们的关注！ 银河石油化工裘孝锋团队一如既往地秉承前瞻、深度、价值的研究理念，坚持为客户创造绝对收益作为工作出发点 。

近年来，我们成功推荐了数个跑赢指数并具有可观绝对收益的公司。 股灾见底反弹时，我们成功推荐灾后重建关注三类个股，分别是：上市公司董监高及大股东增持力度大、员工持股实时价格被套、股价相对增发及增发底价的折价大的个股，灾后重建组合大幅跑赢行业指数。

经过多年的行业积累，团队对石化和化工行业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卓越的前瞻性和大胆的开创性。 当前我们总体给予石油化工行业标配评级，建议关注油气改革和石化行业国企改革标的股，追寻中国能源化工领域打破技术壁垒的“脊梁 ”企业，以及天然气相关公司。

03-兴业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郑方镳、徐留明、孙佳丽、唐婕 )

三主线把握化工行业机遇

过去一年，兴业证券化工团队良好把握了化工行业的运行脉络和主流投资机会。 重点推荐了农资板块（诺普信、金正大、史丹利、新洋丰等）、金发科技 、中国巨石 、联化科技、扬农化工、光华科技、海利得等子行业和个股，相关品种均有良好超额收益。 化工行业整体仍处于底部整固阶段 ，但未来结构性机会依然较为丰富。 在当前时点 ，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以下 3条投资主线：一是“土地流转+农村互联网普及”背景下的农资板块投资机会；二是精细化工与新材料领域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经营进入上升期的成长型公司；三是此外，适当关注经营处于行业底部的蓝筹股、以及国企改革推进大背景下的相关重点公司 。02-海通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邓勇 、王晓林 、刘威、李明刚、张瑞）

回归基本面 寻找真成长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获得金牛奖石化行业第二名的殊荣 ，感谢机构投资者和金牛奖组委会，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和肯定。 这一年来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石化行业都不平静 ，A股暴涨暴跌只有一线之间，石油价格大起大落 。 但我们的研究一直脚踏实地，“回归基本面、寻找真成长”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始终坚信研究创造价值，坚持客观、独立 、深入、前瞻的研究。 无论市场涨跌还是行业波动，我们一如既往地勤奋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投资决策做出贡献 。 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望我们能携手共进。

01-安信证券 -化工行业研究小组 (王席鑫 ,孙琦祥 ,袁善宸 )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感谢主办方组织“金牛分析师”的评选活动 ，感谢一直支持 、信赖我们的投资者，更要感谢安信证券的各位领导和同事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和支持，我们在安信这个大家庭中充分感受到了平台互帮互助的力量，受益良多。 回首过去的一年，我们始终坚持独立、扎实 、前瞻和勤奋的研究风格 ，成功推荐了新材料、产业互联网板块的优质成长股，同时积极关注周期性行业机会和国企改革机会，紧密跟踪公司变化，保持行业敏感性 ，组织各类行业草根调研 、各类策略专题会议和电话会议 ，及时将我们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向投资者汇报 。 在新的一年我们必将更加努力勤勉地工作，及时发掘行业及公司投资机会以回报大家对我们

的信任！ 再次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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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主线驱动行业

续演精彩

感谢主办方组织“金牛

分析师”的评选活动，感谢

一直支持、信赖我们的投资

者，更要感谢安信证券的各

位领导和同事对我们工作

的指导和支持。 回首过去的

一年， 我们始终坚持独立、

扎实、前瞻和勤奋的研究风

格。 在新的一年我们必将更

加努力勤勉地工作，及时发

掘行业及公司投资机会以

回报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再

次感谢！

安信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 (王席鑫,

孙琦祥,袁善宸)

回归基本面

寻找真成长

感谢机构投资者和金

牛奖组委会， 这对我们来

说不仅是一份荣誉， 更是

对过去一年工作的认可和

肯定。 这一年来无论是资

本市场还是石化行业都不

平静，

A

股暴涨暴跌只有一

线之间， 石油价格大起大

落。 但我们坚持客观、独

立、深入、前瞻的研究。 无

论市场涨跌还是行业波

动， 我们一如既往地勤奋

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

海通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邓勇、王

晓林、刘威、李明刚、

张瑞）

三主线把握

化工行业机遇

过去一年，我们良好把握

了化工行业的运行脉络和主

流投资机会。化工行业整体仍

处于底部整固阶段，在当前时

点， 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以下

3

条投资主线：一是“土地流转

+

农村互联网普及”背景下的农

资板块投资机会；二是精细化

工与新材料领域具备核心竞

争优势、经营进入上升期的成

长型公司；三是适当关注行业

底部的蓝筹股，以及国企改革

相关公司。

兴业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

(郑方镳、徐留明、

孙佳丽、唐婕)

研究前瞻 推荐靠谱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机

构投资者给予我们“金牛分

析师”的荣誉称号。 我们是

最年轻、最有成长性的化工

团队，也将是未来几年最为

稳定、 最具潜力的团队之

一。 我们秉承研究前瞻、推

荐靠谱的理念。关于推荐我

们有三大原则： 弄清行业、

公司基本面； 紧跟上市公

司；与市场差异化观点。 对

于

2016

年化工的投资策略，

我们避开传统， 拥抱新经

济、新成长。

国泰君安证券化工

行业研究小组

(胡昂、肖洁、

袁善宸、周新明)

为客户创造绝对价值

感谢中国证券报金牛奖

对我们的关注！近年来，我们

成功推荐了数个跑赢指数并

具有可观绝对收益的公司。

经过多年的行业积累， 团队

对石化和化工行业的研究具

有丰富的经验、 卓越的前瞻

性和大胆的开创性。 当前我

们总体给予石油化工行业标

配评级， 建议关注油气改革

和石化行业国企改革标的

股， 追寻中国能源化工领域

打破技术壁垒的 “脊梁”企

业，以及天然气相关公司。

银河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

(裘孝锋、王强)

执著坚守 抓住趋势

我们入行以来亲身经历

了行业从辉煌到落寞的变

换，资历最老。虽然行业现在

机会乏善可陈， 但是我们仍

然坚守其中， 一如既往地坚

持紧密跟踪， 因为我们坚信

可以对判断宏观经济趋势提

供参考，能及时、准确给投资

者提示投资建议。 再次感谢

金牛奖给予的鼓励， 今后我

们将继续以“吃得了苦、耐得

了烦、抓得住趋势、推得出牛

票”来要求自己和研究团队。

广发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 （邹

戈、唐笑、谢璐）

保持独立与

自由的研究基因

在这数年的研究生涯

之中我想我们秉承了坚持

专业、客观、公正，保持了精

神的独立与灵魂的自由，“飘

一代”所践行的精神自由正

是基因所在；股票的价值是

靠市场交易出来，那么卖方

的价值就是交易的参与，买

方评出的“金牛奖”是市场对

我们卖方的价值评判方式

之一，时不我待，我们定当倍

加努力，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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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主线

把握行业机遇

感谢中国证券报颁发金

牛奖！我们团队对政策方向把

握准确，能引领市场对主流建

筑股的研究，善于挖掘行业新

主题， 与上市公司关系紧密，

能提供市场上最佳的上市公

司调研和交流服务。当前经济

下行探底，宏观政策刺激投资

加码，建筑行业从基本面出发

看向三条主线：国内的传统企

业转型和改革，以及一带一路

建设带来的外部机会。

安信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 (杨

涛、夏天、孙明新)

坚持勤勉 深入研究

“勤勉、独立、客观”是我

们作为卖方分析师执业的永

久追求。此次获奖是对我们过

去成绩的肯定，我们亦将一如

既往地以投资者长期信任为

第一要务、继续前进。 过去的

一年，市场跌宕起伏，我们深

知自身并无过人天赋，唯有勤

勉，在对市场的敬畏中坚守根

本， 力求做到基础研究的深

入、日常跟踪的及时、热点反

应的迅速。我们将坚持卖方研

究的“独立、客观”。

海通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 （赵

健、 邱友锋、 钱佳

佳）

兴业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黄诗

涛、李华丰、孟杰)�

01-广发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邹戈、唐笑、谢璐）

执着坚守 抓住趋势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研究团队的肯定。 自2009年初我们入行以来，亲身经历了行业从辉煌到落寞的变换，当行业失去魅力，业内人士纷纷转行，不知不觉我们已成为卖方中资历“最老”的分析师 ，“资历最老”不是倚老卖老 ，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执着和坚守 。 虽然行业现在机会乏善可陈，但是我们仍然坚守其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紧密跟踪，在行业没机会时看似做着“无用功”，这是因为我们坚信一方面通过行业微观中观层面跟踪分析可以对判断宏观经济趋势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只有牢牢“看住”行业，一旦行业性机会来临 ，团队才能及时 、准确给投资者提示投资建议。 再次感谢金牛奖给予的鼓励，今后我们将继续以“吃得

了苦、耐得了烦、抓得住趋势、推得出牛票”来要求自己和研究团队，为大家提供更加及时全面、细致入微的研究服务 。

深刻研究 紧密跟踪

作为一个新人团队，我

们的付出得到了广大客户的

认可，深感肩上的责任与压力

沉重。未来我们将用更深刻的

研究、更紧密的跟踪来回馈各

位客户的信任与支持。建筑行

业在宏观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经营压力凸显，行业板块缺少

整体的超额收益机会。 然而，

行业的轻资产属性使得建筑

企业纷纷开始寻求新的经营

方向， 这或许将成为未来

3

年

建筑工程行业的主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