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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邱冠华，王剑，张宇，赵欣茹）

用买方思维做卖方

非常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我和国泰君安银行业团队的肯定以及中国证券报提供这样一个权威的分析师评选平台。 国泰君安证券有一句品牌宣传语叫“用专业感动专业” ，看来我九年来专注从事卖方研究感动了市场上最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们。

从业以来，我一直努力践行做研究不悲观、不乐观、求客观。 做投资不做死多头、不做死空头，做有智慧的滑头。 善于以策略思维看银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象化，晦涩问题通俗化。 用买方思维做卖方，把握机会做到前瞻判断、明确提示、位置舒适。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守正出奇、换位思考让我赢得了大家的肯定。 以后我会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卖方研究，尽己之能为投资服务。

邱冠华现为国泰君安研究所副所长，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从业经验 9年。 银行业最佳分析师评选金牛奖第一名、新财富第一名、水晶球第一名。 业内独创以策略思维挖掘银行股投资机会研究框架，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象化、晦涩问题通俗化。

2招商证券 -银行业研究小组（马鲲鹏）

深入推进大金融混业研究

招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以银行业为中心，融会贯通各金融子行业，以更宏观、更全面、更细致的视角为投资者提供有高度、有深度、有标的大金融混业研究。 对我国正在构建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做出合理展望，开创混业经营时代下跨行业的大金融研究框架，构建大金融各子行业量化比较指标体系。

招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非常感谢帮助和支持我们的机构投资者，优异的成绩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鼓励 ，感谢中证报金牛奖平台，能够有机会和投资者有更紧密和频繁地互动。 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大金融混业研究，继续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 ，继续为投资者贡献战略高度和投资价值兼备的研究成果。

3平安证券 -银行业研究小组（励雅敏（离职），袁喆奇）

银行业股价上升值得期待

即将过去的2017年对银行业而言是波澜起伏的一年。 这一年，货币政策转为稳健中性 ，市场利率大幅抬升，各类以防风险为目的的监管和检查接踵而至。 大部分银行不得不调整资产负债表和业务重心，利润表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仅有大行、招行等少量银行影响较小，稳步前行。 这种基本面的差异在股价表现上被充分体现，银行板块从来没有在哪一年出现过像2017年这样明显分化的个体差别 。

展望2018年，银行业务将呈现同质化的特点，几乎每家银行都将角逐零售市场。 在市场资金价格难以明显下行的情况下，存款大幅增长不易，资产负债表高速扩张的时代已过 ，增长质量将更为重要。 好在经济的韧性将带动资产质量继续好转，息差在经历过去几年大幅收窄后企稳略升，银行净利润增速有望从2017年的4-5%回升至8%左右 ，ROE保持在14%的较高水平。 由此 ，随着盈利带来净资产的积累和估值有望提升的空间，绝对股价的上升可以期待 ，是非常不错的配置品种。

T08银行业研究

4兴业证券 -银行业研究小组（吴畏，傅慧芳，陈绍兴，段涛涛）

专业素质与经验积淀得到体现

兴业证券银行业研究团队迈入了自己第六个考核季，7年来的卖方生涯，唯金秋之际最为欢闹，好似王冠之于麦克白，唯其所在，其人犹生。 回顾今年的行业判断，我们对银行业的把握较理想地体现了我们团队的专业素质与经验积淀。

今年以来银行增长受MPA考核及金融去杠杆影响 ，呈现出了回落的发展趋势。 在行业整体扩张速度放缓的背景下 ，寻找差异化的个股成为了我们全年工作的重点 。 中期以来我们更多提出受监管影响较小的负债端优势银行，重点推荐的行业龙头工建招宁在 2017年表现不俗。

作为一个 6年的团队，能够再次获得金牛奖，我们激动万分。 感谢我们所投身的是这片土地上最市场化的职业平台 ；感动每一个决定我们成绩的投票人没有拘泥于平台门第、历史渊源，而是公正公平地看待每一个参评者一年以来的工作与态度 ，勤奋与真诚，给出了自由心证的支持；我们非常感恩，感恩客户一直以来对我们默默的信任与鼎助，感恩于客户给予我们的光荣与梦想 。

5天风证券 -银行业研究小组（廖志明）

做靠谱的小伙伴

感恩过去 ，感恩时代，拥抱未来。 我们站在了银行股投资的好时代。

银行业作为强周期行业，与宏观经济走势紧密相关。 2011年-2015年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的五年，经济下行较为明显，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速从30%走向了2015年的 1%左右。 与之相伴的是，上市银行PB估值中枢不断下移，银行业卖方处境艰难 。

幸运的是，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企稳并复苏，上市银行迎来不良拐点与息差拐点 ，业绩反转趋势明显。 我们于去年底在《2017年度银行业投资策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业绩反转，估值上移，坚定看多银行板块。

展望2018年，我们仍坚定看多。 中国经济结束过去快速下行期进入L型经济底部 ，银行业绩增速有望进一步上升 。 业绩上行期也是估值提升期，今年和明年将是估值持续提升的两年。 2019年将进入业绩平稳期。

在银行股研究中，我们将流动性与监管因素等纳入银行股研究框架，专注以资产质量、息差为中心基本面研究，时点把握精准，荐股能力突出。 并且 ，我们对流动性、金融监管等有独到见解，信贷预测拥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誉为对债市影响较大银行业研究团队。

感恩金牛奖评委及投票人对我们的信任及支持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专业、前瞻且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做靠谱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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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研究

用买方思维做卖方

国泰君安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邱冠华，王剑，张宇，赵欣茹）

深入推进大金融混业研究

银行净利润增速料进一步上升

专业素质与经验积淀得到体现

做靠谱的小伙伴

非常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我

和国泰君安银行业团队的肯

定以及中国证券报提供这样

一个权威的分析师评选平台。

国泰君安证券有一句品牌宣

传语叫“用专业感动专业”，看

来我九年来专注从事卖方研

究感动了市场上最专业的机

构投资者们。

从业以来， 我一直努力践

行做研究不悲观、 不乐观、求

客观。 做投资不做死多头、不

做死空头， 做有智慧的滑头。

善于以策略思维看银行，将复

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形象

化，晦涩问题通俗化。 用买方

思维做卖方，把握机会做到前

瞻判断、明确提示、位置舒适。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守正出奇、

换位思考让我赢得了大家的肯

定。 以后我会一如既往地致力

于卖方研究，尽己之能为投资

服务。

邱冠华现为国泰君安研究

所副所长， 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从业经验

9

年。 银行业最佳分析

师评选金牛奖第一名、新财富第

一名、水晶球第一名。 业内独创

以策略思维挖掘银行股投资机

会研究框架，善于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抽象问题形象化、晦涩问

题通俗化。

招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以

银行业为中心，融会贯通各金融

子行业，以更宏观、更全面、更细

致的视角为投资者提供有高度、

有深度、 有标的大金融混业研

究。 对我国正在构建的宏观审慎

监管框架做出合理展望，开创混

业经营时代下跨行业的大金融

研究框架，构建大金融各子行业

量化比较指标体系。

招商证券银行研究团队非

常感谢帮助和支持我们的机构

投资者，优异的成绩是对我们工

作最好的鼓励，感谢中证报金牛

奖平台，能够有机会和投资者有

更紧密和频繁地互动。 我们将继

续深入推进大金融混业研究，继

续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继续为

投资者贡献战略高度和投资价

值兼备的研究成果。

即将过去的

2017

年对银行

业而言是波澜起伏的一年。这一

年， 货币政策转为稳健中性，市

场利率大幅抬升，各类以防风险

为目的的监管和检查接踵而至。

大部分银行不得不调整资产负

债表和业务重心，利润表也因此

受到负面影响，仅有大行、招行

等少量银行影响较小， 稳步前

行。 这种基本面的差异在股价表

现上被充分体现，银行板块从来

没有在哪一年出现过像

2017

年

这样明显分化的个体差别。

展望

2018

年， 银行业务将呈

现同质化的特点，几乎每家银行都

将角逐零售市场。在市场资金价格

难以明显下行的情况下，存款大幅

增长不易，资产负债表高速扩张的

时代已过， 增长质量将更为重要。

好在经济的韧性将带动资产质量

继续好转，息差在经历过去几年大

幅收窄后企稳略升，银行净利润增

速有望从

2017

年的

4-5%

回升至

8%

左右，

ROE

保持在

14%

的较高

水平。 由此，随着盈利带来净资产

的积累和估值有望提升的空间，绝

对股价的上升可以期待，是非常不

错的配置品种。

兴业证券银行业研究团

队迈入了自己第六个考核季，

7

年来的卖方生涯， 唯金秋之

际最为欢闹，好似王冠之于麦

克白，唯其所在，其人犹生。回

顾今年的行业判断，我们对银

行业的把握较理想地体现了

我们团队的专业素质与经验

积淀。

今年以来银行增长受

MPA

考核及金融去杠杆影响， 呈现

出了回落的发展趋势。 在行业

整体扩张速度放缓的背景下，

寻找差异化的个股成为了我们

全年工作的重点。 中期以来我

们更多提出受监管影响较小的

负债端优势银行， 重点推荐的

行业龙头工建招宁在

2017

年表

现不俗。

作为一个

6

年的团队， 能够

再次获得金牛奖， 我们激动万

分。 感谢我们所投身的是这片土

地上最市场化的职业平台；感动

每一个决定我们成绩的投票人

没有拘泥于平台门第、 历史渊

源，而是公正公平地看待每一个

参评者一年以来的工作与态度，

勤奋与真诚，给出了自由心证的

支持；我们非常感恩，感恩客户

一直以来对我们默默的信任与

鼎助，感恩于客户给予我们的光

荣与梦想。

感恩过去，感恩时代，拥抱

未来。我们站在了银行股投资的

好时代。

银行业作为强周期行业，与

宏观经济走势紧密相关。

2011

年

-2015

年是中国经济进入中

高速发展阶段的五年， 经济下

行较为明显， 上市银行净利润

增速从

30%

走向了

2015

年的

1%

左右。 与之相伴的是，上市银行

PB

估值中枢不断下移， 银行业

卖方处境艰难。

幸运的是，

2016

年以来中国

经济逐步企稳并复苏，上市银行

迎来不良拐点与息差拐点，业绩

反转趋势明显。 我们于去年底在

《

2017

年度银行业投资策略》报

告中明确提出，业绩反转，估值

上移，坚定看多银行板块。

展望

2018

年，我们仍坚定看

多。 中国经济结束过去快速下行

期进入

L

型经济底部， 银行业绩

增速有望进一步上升。 业绩上行

期也是估值提升期，今年和明年

将是估值持续提升的两年。

2019

年将进入业绩平稳期。

在银行股研究中，我们将流

动性与监管因素等纳入银行股

研究框架， 专注以资产质量、息

差为中心基本面研究，时点把握

精准，荐股能力突出。并且，我们

对流动性、金融监管等有独到见

解，信贷预测拥有较大的市场影

响力，誉为对债市影响较大银行

业研究团队。

感恩金牛奖评委及投票人

对我们的信任及支持，我们将一

如既往， 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专

业、 前瞻且有深度的研究成果，

做靠谱的小伙伴。

招商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马鲲鹏）

平安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励雅敏〈离职〉，袁喆奇）

兴业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吴畏，傅慧芳，陈绍兴，段涛涛）

天风证券-银行业研究小组（廖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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