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9非银行金融

第一名 海通证券 -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孙婷,何婷 )

深度研究 勤勉调研 精准判断

非常荣幸再次得到投资者的肯定，大家对我们团队持续的支持和鼓励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7年最抢眼的板块无疑是保险，而海通证券非银团队今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推荐保险。 我们是今年唯一一个两次在保险底部时推荐的团队，坚定的推荐源自于团队对基本面的深入研究和对投资逻辑的自信。

2017年，我们总共发布保险行业深度报告15篇，公司深度报告5篇。 同时，我们在券商股价最低点时提出券商行业“估值绝对低位，布局左侧” ，今年券商虽然不似保险涨幅突出，但从我们推荐的时点布局券商仍有20%的收益。

海通证券的非银金融团队自2015年8月份组建以来，一直是这个市场上最勤勉、最专业的非银金融团队之一。 我们的研究团队一直坚持对非银金融行业的全面覆盖。 深度的行业和公司研究、勤勉的调研是我们对待市场的诚意，精准的行业判断和个股推荐则是对我们踏实、客观工作的最完美回馈。 作为全市场保险研究实力最强的团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坚持及时、前瞻、深度，用研究为投资者带来最大价值，不辜负大家对我们今日的肯定和来日的期待。

第二名 国泰君安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刘欣琦,耿艳艳,齐瑞娟 ,高超 )

挖掘投资机会 为客户创造价值

非常荣幸能再一次荣获金牛奖！ 感激各位机构投资者对我们国泰君安证券非银团队的认可，感谢黄燕铭所长等几位领导给我们团队的指导和帮助！

2017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价值再发现的一年，我们团队也围绕这一主线展开工作：作为市场最积极推荐保险板块的卖方研究员，我们在2017年3月底以来，发布《盈利模式变革开启 优质公司价值将重估》、《盈利模式定成败》、《寿险公司会计利润：高筑墙、广积粮》等深受市场好评的多篇报告。 在利率稳步提升环境下，保险公司投资端也会是稳步提升的；而负债端，随着代理人的持续增长以及保障型需求的提升，新单和新业务价值也有望保持较快速提升。 我们依然看好 2018年的保险板块。

在传统板块之外 ，今年以来我们也积极挖掘积极转型的优质标的。 我们持续发布《崛起中的AMC新贵》等多篇深度和跟踪报告，积极推荐相关领域优势标的。 在这个体量极大的行业中 ，单个经营主体的体量并不太大，首先接触资本市场的民营AMC公司有望起到市场整合者的角色 。

未来，我们仍将牢记客户的托付，在黄燕铭所长的指导下 ，努力挖掘非银金融板块的投资机会，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 ，感谢金牛奖主办方！

第三名 长江证券 -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周晶晶 )

逢天时地利人和 迎厚积薄发时刻

入行5年以来，今年首次作为团队负责人带队参与评选，能够在评选活动中入围，这样一份市场认可对于个人及团队都意义重大。 感谢中国证券报主办的分析师金牛奖评选活动，秉持评选活动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影响力，助力年轻靠谱团队的成长；也感谢我入行时加入的团队的积累传承以及现在新团队小伙伴们的认真努力。

总结2017年，我们恰逢天时地利人和，持续坚守的基本面研究迎来厚积薄发时刻。 今年市场回归大蓝筹和回归基本面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基本面研究的团队是为天时 ；同时我们团队在个股行业数据库、月报专题、基本面研究、产业链研究做好细致全面的知识储备 ，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在 2017年及时有效地把握了保险板块投资机遇，是为地利；在市场沟通中化繁为简、深入浅出阐述行业和个股逻辑，客户认可度极高、口碑相传帮助我们极大拓展了影响力，在评选活动中，客户给予了非常高的支持力度，是为人和。

今年是我们这个新团队入围的第一年，我们有最高的研值和颜值，我们还有更多空间可以持续发挥，我们感恩每一份支持和认可 ，也会在这样一份认可和支持之下，开拓潜力做更多有价值的研究和前瞻性的判断。 祝福我们团队和金牛奖评选活动持续进步 ，共同成长 ！

T09非银第四名

第四名 华创证券 -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洪锦屏 )

坚守价值 终有回报

华创非银团队成军于2016年，成熟于2017年，适逢市场风格倚重价值和基本面，我们得以凭借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前瞻性的行业判断和近乎精准的投资节奏把握得到市场的认可 。 感谢金牛奖以及金牛基金经理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今年一季度前瞻性地看多保险板块，同时在股价的最底部发布重磅深度报告《需求复苏，重器重启》，深入阐述了此轮保险行情的根本逻辑，并演绎了其可能达到的高度。 我们也是全市场第一家召开电话会议 ，并明确提出今年不配保险将会跑不赢指数的笃定判断 。 我们也准确把握了四家保险公司的基本面及其股价的走势，尤其是挖掘了此前并不被看好的新华保险。 另外 ，我们也提示投资者重新审视券商行业的逻辑，今年其业绩和金融监管环境并不支持券商板块的估值提升，短期的流动性和政策预期边际变化成为博弈的主线 ，需要谨慎对待。

今年华创证券非银团队做到了独立而有价值的投资服务，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在坚持研究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能力。

第五名 东吴证券 -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 (王维逸,胡翔 )

最专业解读+最高规格论坛

非常荣幸能够获奖，感谢所有投资者长期以来对我们的信任、肯定和支持，也感谢金牛奖辛勤搭建的平台为优秀的分析师们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 2017年是金融股的时代，蓝筹与成长共舞，我们用最专业解读+最高规格论坛引领保险行情 。 沉甸甸的“金牛奖 ” 是对我们过去研究成果的肯定和鼓励，更是对我们未来研究工作的的鞭策与期望。 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不断提高研究的前瞻性和准确性，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非银行金融研究

深度研究 勤勉调研 精准判断

海通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孙婷,何婷)

挖掘投资机会 为客户创造价值

逢天时地利人和 迎厚积薄发时刻

坚守价值 终有回报

最专业解读+最高规格论坛

非常荣幸再次得到投资者

的肯定，大家对我们团队持续的

支持和鼓励为我们进行深入研

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7

年最抢眼的板块无疑

是保险，而海通证券非银团队

今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推荐

保险。 我们是今年唯一一个两

次在保险底部时推荐的团队，

坚定的推荐源自于团队对基本

面的深入研究和对投资逻辑的

自信。

2017

年，我们总共发布保险

行业深度报告

15

篇，公司深度报

告

5

篇。同时，我们在券商股价最

低点时提出券商行业“估值绝对

低位，布局左侧”，今年券商板块

虽然不似保险板块涨幅突出，但

从我们推荐的时点布局券商仍

有

20%

的收益。

海通证券的非银金融团队

自

2015

年

8

月份组建以来，一直

是这个市场上最勤勉、 最专业

的非银金融团队之一。 我们的

研究团队一直坚持对非银金融

行业的全面覆盖。 深度的行业

和公司研究、 勤勉的调研是我

们对待市场的诚意， 精准的行

业判断和个股推荐则是对我们

踏实、客观工作的最完美回馈。

作为全市场保险研究实力最强

的团队，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

将坚持及时、前瞻、深度，用研

究为投资者带来最大价值，不

辜负大家对我们今日的肯定和

来日的期待。

非常荣幸能再一次荣获金

牛奖！ 感激各位机构投资者对我

们国泰君安证券非银团队的认

可，感谢黄燕铭所长等几位领导

给我们团队的指导和帮助！

2017

年的中国资本市场是价

值再发现的一年，我们团队也围绕

这一主线展开工作：作为市场最积

极推荐保险板块的卖方研究员，我

们在

2017

年

3

月底以来，发布《盈利

模式变革开启 优质公司价值将重

估》、《盈利模式定成败》、《寿险公

司会计利润：高筑墙、广积粮》等深

受市场好评的多篇报告。在利率稳

步提升环境下，保险公司投资端也

会是稳步提升的；而负债端，随着

代理人的持续增长以及保障型需

求的提升，新单和新业务价值也有

望保持较快速提升。我们依然看好

2018

年的保险板块。

在传统板块之外， 今年以来

我们也积极挖掘积极转型的优质

标的。 我们持续发布 《崛起中的

AMC

新贵》等多篇深度和跟踪报

告，积极推荐相关领域优势标的。

在这个体量极大的行业中， 单个

经营主体的体量并不太大， 首先

接触资本市场的民营

AMC

公司

有望起到市场整合者的角色。

未来，我们仍将牢记客户的

托付， 在黄燕铭所长的指导下，

努力挖掘非银金融板块的投资

机会，为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国

资本市场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投资者

朋友，感谢金牛奖主办方！

入行

5

年以来， 今年首次作

为团队负责人带队参与评选，能

够在评选活动中入围，这样一份

市场认可对于个人及团队都意

义重大。感谢中国证券报主办的

分析师金牛奖评选活动，秉持评

选活动的公正性、客观性和影响

力， 助力年轻靠谱团队的成长；

也感谢我入行时加入的团队的

积累传承以及现在新团队小伙

伴们的认真努力。

总结

2017

年， 我们恰逢天时

地利人和，持续坚守的基本面研究

迎来厚积薄发时刻。今年市场回归

大蓝筹和基本面研究，对于我们深

入基本面研究的团队是为天时；同

时我们团队在个股行业数据库、月

报专题、基本面研究、产业链研究

做好细致全面的知识储备，凭借扎

实的研究功底，在

2017

年及时有效

地把握了保险板块投资机遇，是为

地利； 在市场沟通中化繁为简、深

入浅出阐述行业和个股逻辑，客户

认可度极高、口碑相传帮助我们极

大拓展了影响力， 在评选活动中，

客户给予了非常高的支持力度，是

为人和。

今年是我们这个新团队入

围的第一年，我们有最高的研值

和颜值，我们还有更多空间可以

持续发挥，我们感恩每一份支持

和认可，也会在这样一份认可和

支持之下，开拓潜力做更多有价

值的研究和前瞻性的判断。 祝福

我们团队和金牛奖评选活动持

续进步，共同成长！

华创非银团队成军于

2016

年，成熟于

2017

年，适逢市场风

格倚重价值和基本面，我们得以

凭借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前瞻性

的行业判断和近乎精准的投资

节奏把握得到市场的认可。 感谢

金牛奖以及金牛基金经理对我

们的支持。

我们今年一季度前瞻性地

看多保险板块， 同时在股价的

最底部发布重磅深度报告 《需

求复苏，重器重启》，深入阐述

了此轮保险行情的根本逻辑，

并演绎了其可能达到的高度。

我们也是全市场第一家召开电

话会议， 并明确提出今年不配

保险将会跑不赢指数的笃定判

断。 我们也准确把握了四家保

险公司的基本面及其股价的走

势， 尤其是挖掘了此前并不被

看好的新华保险。 另外，我们也

提示投资者重新审视券商行业

的逻辑， 今年其业绩和金融监

管环境并不支持券商板块的估

值提升， 短期的流动性和政策

预期边际变化成为博弈的主

线，需要谨慎对待。

今年华创证券非银团队做

到了独立而有价值的投资服务，

我们也将继续努力，在坚持研究

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

我们的服务能力。

非常荣幸能够获奖，感谢

所有投资者长期以来对我们

的信任 、肯定和支持，也感谢

金牛奖辛勤搭建的平台为优

秀的分析师们提供更多展示

的机会。

2017

年是金融股的时

代 ，蓝筹与成长共舞 ，我们用

最专业解读

+

最高规格论坛

引领保险行情。 沉甸甸的“金

牛奖 ” 是对我们过去研究成

果的肯定和鼓励， 更是对我

们未来研究工作的鞭策与期

望。 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不

断提高研究的前瞻性和准确

性 ，提供有价值、有分量的研

究成果。

国泰君安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刘欣琦,耿艳艳,齐瑞娟,高超)

长江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周晶晶)

华创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洪锦屏)

东吴证券-非银行金融研究小组(王维逸,胡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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