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国泰君安 -农林牧渔）

国泰君安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王乾）

成为值得信赖的外脑

感谢各位专业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主办方中国证券报。 过去的一年，我们面临猪周期异化、“互联网+”、农垦改革等新课题，始终坚持客观、谨慎原则，尽力为投资者挖掘机会、提示风险。 展望未来，农业现代化、产业转型升级、大宗农产品触底反转有望成为投资主线，我们将继续紧密跟踪行业动态变化、感知行业冷暖，努力成为您值得信赖的外脑！

（02-广发证券 -新材料）

广发证券新材料行业研究小组（巨国贤、王剑雨、李莎）

感谢各位金牛奖获奖的基金经理，感谢资本市场的各位机构投资者，感谢各位买方机构的行业分析师。 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唯有更加勤奋地工作，更加广泛地学习，更加深入地思考，更加积极地服务，更加准确地发掘牛股，才能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04-长江证券 -农林牧渔）

长江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陈佳）

努力做产业研究专家

今年是长江农业团队成立的第二年，也是第一年上榜金牛奖，我们深感荣幸，当然最令我们欣慰的是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了价值，并在众多农业卖方中投了长江农业一票。 2015年我们准确把握了养殖反转和农垦改革两大机会，并从国际经验、草根调研、专家访谈、公司挖掘等多个层次、多个渠道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动态跟踪，在同类卖方中做到了推荐力度第一、勤勉度第一和国际化研究第一。 我们将秉承“努力做产业研究专家”的目标和态度 ，深耕农业各个细分领域 ，充分挖掘行业机会，并及时向市场传递最新观点 ，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05-申万宏源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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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变革”主题

2015年农林牧渔行业投资主要围绕三条主线。 首先是变革，利用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信息等技术提升产品力，创造新业态、新模式的公司；其次是价格，看好畜禽养殖，关注糖业；最后，以农垦改革为代表的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机会，围绕“变革”主题。

（03-中泰证券 -农林牧渔）

中泰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谢刚、张俊宇、陈奇）

创造更高收益

感谢投资者对中泰证券农业团队的认可和关注 ，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创造价值的工作中，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创造更高的收益。 2014年年底开始，中泰农业团队开始以行业内仅有新增十几个重点公司覆盖、十几篇专题报告、十几次产业和政策专家交流、几十个县市草根调研等形式拉开了2015年国内农业股投资的大潮，核心在于强调以农业互联网为契机的行业整体性变革加速、畜禽产业链大反转以及政策面支持，将引发农业股的确定性向上机会。

（01-安信证券 -农林牧渔）

安信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吴立、刘哲铭）

深耕大农业

感谢中国证券报和机构投资者对安信农业团队的支持。

在农业大变革的背景下 ，我们坚信农业研究模式更需要变革！ 我们秉持安信研究的互联网思维优势，深耕大农业。 回顾过去一年，我们安信农业团队分两条主线把握行业投资机会 ：反转加变革。 我们准确判断农业景气趋势性向上，在春节前提示投资者布局养殖板块，坚定畜禽养殖业绩反转确定性的观点。 变革方面，在传统行业与（移动）互联网加速融合的背景下，我们跨界研究，深度探讨农业企业互联网转型与变革，在资本市场首倡“农业互联网”概念，引领投资风向！

（05-中泰证券 -新材料）

05-中泰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林照天、刘强 )

把握前瞻性

首先感谢中国证券报、中证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展现分析师水平与价值的平台，也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和厚爱，使中泰新材料团队获此殊荣。我们始终坚持以化工新材料为主要研究方向 ，通过产业链研究、把握新材料趋势，寻找估值洼地。新材料的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使的新材料研究需要密切跟踪行业产品的研发情况、企业的放大工艺生产、下游领域的应用放量 ，研究的周期比较长，前瞻性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在不断的调研与交流中慢慢磨练和成长。 最后，希望我们可以延续我们勤奋、务实的团队作风，以研究创造价值的理念，继续为各位投资者机构提供研究支持，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尽一份微薄之

力，谢谢！

（04-招商证券 -新材料）

招商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张士宝、孙恒业）

肯定 鞭策

此次我们在新材料方向和黑色金属方向均上榜，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主办方给予我们的荣誉，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鞭策我们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和坚定。 金牛奖自设立之初，就成为对证券分析师工作成绩和市场影响力的重要量标之一。 金牛奖不仅加强了中国证券分析师队伍的质量建设，同时也加深了分析师同行及市场之间的交流于联系 ，提升了分析师的整体研究水平 ，是证券市场研究趋势的风向标 。 金牛奖的肯定，让我回想起十年证券从业生涯的甜酸苦辣。 挑灯工作的夜晚，风雨兼程的路途，都历历在目 。 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黯淡。 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乐在其中。 当我的研究工作获得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时，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无论未来的路怎样，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我的研究。 我愿意与市场投资者交流我的经验和教训 ，因为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与肯定，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动力和回报。 再一次感谢金牛奖主办方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与支持！

（03-申万宏源 -新材料）

申万宏源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徐若旭、刘平 、彭瑛 )

发掘价值

我们坚定推荐贯穿全年投资主线的新能源锂电磁材产业链，无惧股价下跌，发掘价值；优化整合申万新材料专题组挖掘真成长个股；紧密跟踪国企改革主题，股灾底部后坚定推荐业绩增长确定的国企 。 紧密跟踪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变化，抓住大宗商品 2015年唯一一波反弹 ，精准时点完美提示反弹即将到来。 团队获得2010年“新财富 ”第五名、2011年“新财富 ”第四名；2012年“新财富 ”第五名 、2014年“新财富”第五名；获得2010年“水晶球 ”第五名 、2011年“水晶球”第四名 、2012年“水晶球”非公募第三名 、公募第五名、2014年“水晶球 ”第五名；获得2010年“金牛奖”最佳分析师第五名；2012年“金牛奖”最佳分析师第四名；获 得

2013年汤森路透 Starmine全球卖方分析师最佳选股第二名（金属及矿业）等。

（01-海通证券 -新材料）

海通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钟奇、施毅 、刘博、田源）

奋斗在新材料最前沿

不满足于研究基本金属和贵金属 ，我们团队很早就开始了基于小金属为突破口的新材料研究，先后覆盖碳酸锂 、3D打印、石墨烯、碳纤维等诸多领域 。

今年8月份 ，经过了 300个日夜收集，近200页梳理，11万字打造 25个新材料基本面的深度报告“新材料启示录：这是未来，你 in吗？ ”，涵盖了节能环保，第三次工业革命，碳产业链，工业，电子 ，军工，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 通过制备方法、供需面、市场空间、成本趋势及国内外企业5个维度定量分析：3D打印 、传感器和碳产业链发展空间最为广阔 。 10月底更是作为主讲嘉宾参加青岛石墨烯大会。

感谢金牛奖和各位投资者一直以来的支持，督促我们一直奋斗在新材料研究的最前沿：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到 3D打印；从石墨烯到超导材料，我们努力让市场了解新材料行业的魅力。 投资者的支持是我们一贯乐观前进的动力，在此再次表达感谢之情 ，我们将一如既往 ，继续挖掘新材料的魅力！

（05-申万宏源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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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变革”主题

2015年农林牧渔行业投资主要围绕三条主线。 首先是变革，利用生物技术、互联网和信息等技术提升产品力，创造新业态、新模式的公司 ；其次是价格，看好畜禽养殖，关注糖业；最后，以农垦改革为代表的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机会，围绕“变革”主题。

（04-长江证券 -农林牧渔）

长江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陈佳）

努力做产业研究专家

今年是长江农业团队成立的第二年，也是第一年上榜金牛奖，我们深感荣幸，当然最令我们欣慰的是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了价值，并在众多农业卖方中投了长江农业一票。 2015年我们准确把握了养殖反转和农垦改革两大机会，并从国际经验、草根调研、专家访谈、公司挖掘等多个层次、多个渠道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动态跟踪，在同类卖方中做到了推荐力度第一、勤勉度第一和国际化研究第一。 我们将秉承“努力做产业研究专家”的目标和态度 ，深耕农业各个细分领域 ，充分挖掘行业机会，并及时向市场传递最新观点 ，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03-中泰证券 -农林牧渔）

中泰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谢刚、张俊宇、陈奇）

创造更高收益

感谢投资者对中泰证券农业团队的认可和关注 ，我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研究创造价值的工作中，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创造更高的收益。 2014年年底开始，中泰农业团队开始以行业内仅有新增十几个重点公司覆盖、十几篇专题报告、十几次产业和政策专家交流、几十个县市草根调研等形式拉开了2015年国内农业股投资的大潮，核心在于强调以农业互联网为契机的行业整体性变革加速、畜禽产业链大反转以及政策面支持，将引发农业股的确定性向上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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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在新材料最前沿

不满足于研究基本金

属和贵金属，我们团队很早

就开始了基于小金属为突

破口的新材料研究，先后覆

盖碳酸锂、

3D

打印、石墨烯、

碳纤维等诸多领域。 感谢金

牛奖和各位投资者一直以来

的支持，督促我们一直奋斗在

新材料研究的最前沿，我们努

力让市场了解新材料行业的

魅力。投资者的支持是我们一

贯乐观前进的动力，在此再次

表达感谢之情，我们将一如既

往，继续挖掘新材料的魅力！

海通证券新材料方

向研究小组（钟奇、

施毅、刘博、田源）

广泛学习 深入思考

感谢各位金牛奖获奖

的基金经理， 感谢资本市

场的各位机构投资者，感

谢各位买方机构的行业分

析师。 感谢大家给予我们

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唯有

更加勤奋地工作， 更加广

泛地学习， 更加深入地思

考，更加积极地服务，更加

准确地发掘牛股， 才能对

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与

支持。

广发证券新材料行

业研究小组 （巨国

贤、王剑雨、李莎）

发掘价值

我们坚定推荐贯穿全

年投资主线的新能源锂电

磁材产业链， 无惧股价下

跌，发掘价值；优化整合申

万新材料专题组挖掘真成

长个股；紧密跟踪国企改革

主题，股灾底部后坚定推荐

业绩增长确定的国企。 紧密

跟踪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变

化，抓住大宗商品

2015

年唯

一一波反弹，精准时点完美

提示反弹即将到来。

申万宏源证券新材

料方向研究小组

（徐若旭、刘平、彭瑛）

肯定 鞭策

此次我们在新材料方

向和黑色金属方向均上榜，

对此感到非常荣幸。 主办方

给予我们的荣誉，一方面是

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另

一方面也将进一步鞭策我

们在未来的研究道路上，走

得更加扎实和坚定。 无论未

来的路怎样，我都会义无反

顾地继续我的研究。 我愿意

与市场投资者交流我的经

验和教训，因为市场和投资

者的认可与肯定，就是我工

作最大的动力和回报。

招商证券新材料方

向研究小组

（张士宝、孙恒业）

把握前瞻性

首先感谢中国证券报、

中证网提供了这样一个展

现分析师水平与价值的平

台，也感谢各位机构投资者

的支持和厚爱，使中泰新材

料团队获此殊荣。新材料的

研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

使的新材料研究需要密切

跟踪行业产品的研发情况、

企业的放大工艺生产、下游

领域的应用放量，研究的周

期比较长，前瞻性显得尤为

重要，我们在不断的调研与

交流中慢慢磨练和成长。

中泰证券新材料方

向研究小组

（林照天、刘强）

深耕大农业

在农业大变革的背景

下，我们坚信农业研究模式

更需要变革！我们秉持安信

研究的互联网思维优势，深

耕大农业。 回顾过去一年，

我们安信农业团队分两条

主线把握行业投资机会：反

转加变革。 在传统行业与

（移动） 互联网加速融合的

背景下， 我们跨界研究，深

度探讨农业企业互联网转

型与变革，在资本市场首倡

“农业互联网”概念，引领投

资风向！

安信证券农林牧渔

行业研究小组

（吴立、刘哲铭）

成为值得信赖的外脑

感谢各位专业投资者

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主办方

中国证券报。 过去的一年，

我们面临猪周期异化、“互

联网

+

”、 农垦改革等新课

题，始终坚持客观、谨慎原

则， 尽力为投资者挖掘机

会、提示风险。展望未来，农

业现代化、 产业转型升级、

大宗农产品触底反转有望

成为投资主线，我们将继续

紧密跟踪行业动态变化、感

知行业冷暖，努力成为您值

得信赖的外脑！

国泰君安证券农林

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王乾）

创造更高收益

感谢投资者对中泰证券

农业团队的认可和关注，我

们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研

究创造价值的工作中， 在新

的一年里带来创造更高的收

益。

2014

年年底开始，中泰农

业团队拉开了

2015

年国内农

业股投资的大潮， 核心在于

强调以农业互联网为契机的

行业整体性变革加速、 畜禽

产业链大反转以及政策面支

持， 将引发农业股的确定性

向上机会。

中泰证券农林牧渔

行业研究小组（谢

刚、张俊宇、陈奇）

努力做产业研究专家

今年是长江农业团队成

立的第二年， 也是第一年上

榜金牛奖， 我们深感荣幸。

2015

年我们准确把握了养殖

反转和农垦改革两大机会，

在同类卖方中做到了推荐力

度第一、 勤勉度第一和国际

化研究第一。我们将秉承“努

力做产业研究专家” 的目标

和态度， 深耕农业各个细分

领域，充分挖掘行业机会，并

及时向市场传递最新观点，

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长江证券农林牧渔

行业研究小组

（陈佳）

围绕“变革” 主题

2015

年农林牧渔行业

投资主要围绕三条主线。

首先是变革， 利用生物技

术、 互联网和信息等技术

提升产品力，创造新业态、

新模式的公司； 其次是价

格，看好畜禽养殖，关注糖

业；最后，以农垦改革为代

表的国企改革主题投资机

会，围绕“变革”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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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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