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3房地产

第二名 广发证券-房地产

行业研究小组(乐加栋,郭镇,金

山,李飞)

与时俱进拓宽研究领域

感恩各位投资者对广发房

地产团队的支持。尽管房地产整

体行业空间收缩，但面临的发展

新机遇也是前所未有，这些新的

机遇及挑战都将会使得我们在

18年更加奋进，广发地产团队将

在传承基本面价值研究的同时，

逐步拓宽研究领域，同时也会与

时俱进，进一步布局香港和国际

研究，真正做到用研究来回报各

位投资者长期的信任与支持。

第三名，兴业证券-房地产

行业研究小组(阎常铭,齐东,陈

永)

最前瞻最鲜明的观点

很荣幸获得中国证券报金

牛奖。 今年来，我们率先提出三

四线房产价格上涨的观点，推荐

了新城控股、世联行等今年地产

涨幅靠前的股票； 港股地产方

面，我们精确判断了内房股的上

涨行情。 未来，随着房地产租赁

时代的到来，我们将更加深入地

调研，研究海外房地产市场历史

规律，为各位机构投资者提供最

前瞻、最鲜明的观点。

第四名 招商证券-房地产

行业研究小组(赵可,刘义)

坚持左侧研究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信任和

鼓励！我们团队一直坚持基本面

与流动性相结合的框架研究。从

2015年开始， 我们框架性指出

房地产蓝筹白马优先原则；从

2016年开始， 我们提出房地产

股票的逆向投资逻辑；2017年，

我们在市场上树立了 “房地产

增量到存量的变迁框架” 。 今后

我们仍将坚持左侧研究，给投资

者提供持续的具有操作性研究

结论！

第五名 国泰君安证券-房

地产行业研究小组 (侯丽科,申

思聪,卜文凯)

始终引领正确方向

回望2017年，房地产市场继

续呈现“冰与火” 的态势，由于

团队的努力和勤奋，我们始终走

在行业的前端，引领着正确的方

向。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城

镇化的进程提速仍然是整个行

业最大的红利，优质的城市仍有

巨大的市场空间；而政策红利和

长效机制的逐步建立，也一定能

够催生新兴的行业领军。挑战与

机遇并存， 我们亦将蹈厉奋发，

挖掘铮铮牛骨！

T13金融工程领域研

究

第一名 国泰君安证

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

组(刘富兵,陈奥林,李辰,

孟繁雪)

积极拓展研究思路

2017年是量化投资

面临挑战的一年，我们积

极拓展研究思路，寻找新

的研究方向。 择时上，将

MACD价格分段体系推

广到板块、行业中，以指

导行业轮动。 阿尔法上，

开创性的构建了交易型

阿尔法体系，同时找到了

不同域的股票特有的驱

动因子。 金融物理学研究

中，借用流体力学中的湍

流模型以及弹簧的运动

过程，构建交易策略。

第二名 申万宏源证

券-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

组(杨国平,朱岚,曹春晓,

丁一,张立宁,宋施怡,马

骏)

覆盖最广的金工团

队

2017年，是量化产品

最艰难的一年。 作为最具

历史、覆盖最广的金工团

队， 我们在大势研判、风

格轮动、行业配置、大类

资产、可转债研究、衍生

品研究、打新研究等各领

域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

成绩，也得到了投资者的

认可。 我们将继续围绕主

动与被动相融合的方向，

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

全方位多体系的研究市

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

研究成果。

第三名 广发证券-

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组

(罗军,安宁宁,严佳炜,史

庆盛,马普凡,张超,文巧

钧,樊瑞铎,陈原文)

专业性和稳定性是

关键

广发金融工程团队

是国内金融工程卖方离

职率最低的团队，研究员

平均从业经验超过5年，

专业性和稳定性是团队

长期取得良好成绩的关

键。 我们将秉承过去多年

以来客观、严谨的研究思

路， 不断提高自身影响

力，伴随着衍生品市场和

量化投资领域的不断发

展， 把握前沿研究方向，

通过专业、扎实、实用的

研究体系服务各家投资

机构。

第四名 海通证券-

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组

(冯佳睿,郑雅斌,袁林青

等)

勤奋踏实 勇于创新

过去的一年中，海通

证券金融工程团队秉承

着踏实研究、立足实战的

宗旨，一直努力为广大投

资者提供实用、有效的投

资建议。 尽管量化投资在

国内仍处于初期的发展

阶段，但展望未来，这一

领域无疑是一片充满希

望的蓝海。 在今后的日子

里，我们愿以更勤奋的态

度、更专业的研究、更优

质的服务，成为各位投资

人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第五名 兴业证券-

金融工程领域研究小组

(任瞳,徐寅,于明明,麦元

勋,胡顺泰,王武蕾,高智

威,周靖明)

打造全能型团队

兴业证券定量研究

团队成立之初， 即确立

“全能型团队” 的发展方

向，在国内机构投资者关

注的配置、择时、选股、衍

生品等诸多领域皆有布

局。 在研究上，我们始终

以买方团队实战的标准

要求自己，特别重视研究

成果的实用性。 在这一原

则的指导下，我们在各个

研究细分领域均作出了

颇具自身特色的研究成

果。 感谢我们的客户，我

们仍将前行，回报信任！

房地产行业

第一名 海通证券-

房地产行业研究小组 (涂

力磊,谢盐,贾亚童（离

职）

争取带来更大价值

展望未来，2018年将

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变

化更为莫测的一年，但是

不论市场如何变化，我们

相信现金为王、业绩为王

的基本面道理，也认同穷

则变、变则通的转型发展

思路。 海通房地产团队将

继续遵循认真、 细致、勤

勉、 尽责的工作作风，在

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拼

搏， 争取为资本市场、为

支持海通团队的客户带

来更大价值！

房地产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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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金融

工 程 领 域 研 究 小 组

(刘富兵,陈奥林,李辰 ,

孟繁雪 )

申万宏源证券-金融工

程领域研究小组(杨国

平,朱岚 ,曹春晓 ,丁一 ,

张立宁,宋施怡,马骏)

广发证券-金融工程领

域研究小组(罗军,安宁

宁,严佳炜,史庆盛,马普

凡 ,张超 ,文巧钧 ,樊瑞

铎,陈原文)

海通证券-金融工程领

域研究小组(冯佳睿,郑

雅斌,袁林青，沈泽承，

罗蕾，宋家骥，余浩淼)

兴业证券-金融工程领

域研究小组(任瞳,徐寅,

于明明,麦元勋,胡顺泰,

王武蕾,高智威,周靖明)

海通证券-房地产行业

研究小组(涂力磊,谢盐,

贾亚童<离职>）

广发证券-房地产行业

研究小组(乐加栋,郭镇,

金山,李飞)

兴业证券-房地产行业

研究小组 (阎常铭,齐

东,陈永)

招商证券-房地产行业

研究小组(赵可,刘义)

国泰君安证券-房地产

行业研究小组(侯丽科,

申思聪,卜文凯)

积极拓展研究思路

2017年是量化投资面

临挑战的一年，我们积极拓

展研究思路，寻找新的研究

方向。 择时上，将MACD价

格分段体系推广到板块、行

业中，以指导行业轮动。 阿

尔法上，开创性的构建了交

易型阿尔法体系，同时找到

了不同域的股票特有的驱

动因子。 金融物理学研究

中，借用流体力学中的湍流

模型以及弹簧的运动过程，

构建交易策略。

覆盖最广的金工团队

2017年，是量化产品最

艰难的一年。 作为最具历

史、 覆盖最广的金工团队，

我们在大势研判、 风格轮

动、行业配置、大类资产、可

转债研究、 衍生品研究、打

新研究等各领域都取得了

非常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

投资者的认可。 我们将继续

围绕主动与被动相融合的

方向， 从宏观-中观-微观

层面全方位多体系的研究

市场，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

研究成果。

专业性和稳定性

广发金融工程团队是

国内金融工程卖方离职率

最低的团队， 专业性和稳

定性是团队长期取得良好

成绩的关键。 我们将秉承

过去多年以来客观、 严谨

的研究思路， 不断提高自

身影响力， 伴随着衍生品

市场和量化投资领域的不

断发展， 把握前沿研究方

向，通过专业、扎实、实用

的研究体系服务各家投资

机构。

勤奋踏实 勇于创新

过去的一年中，海通证

券金融工程团队秉承着踏

实研究、 立足实战的宗旨，

一直努力为广大投资者提

供实用、 有效的投资建议。

尽管量化投资在国内仍处

于初期的发展阶段，但展望

未来，这一领域无疑是一片

充满希望的蓝海。在今后的

日子里，我们愿以更勤奋的

态度、更专业的研究、更优

质的服务，成为各位投资人

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打造全能型团队

兴业证券定量研究团

队成立之初，即确立“全能

型团队” 的发展方向，在国

内机构投资者关注的配置、

择时、选股、衍生品等诸多

领域皆有布局。 在研究上，

我们始终以买方团队实战

的标准要求自己，特别重视

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在这一

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在各个

研究细分领域均作出了颇

具自身特色的研究成果。感

谢我们的客户，我们仍将前

行，回报信任！

争取带来更大价值

展望未来，2018年将成

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变化更

为莫测的一年，但是不论市

场如何变化，我们相信现金

为王、业绩为王的基本面道

理，也认同穷则变、变则通

的转型发展思路。 海通房地

产团队将继续遵循认真、细

致、勤勉、尽责的工作作风，

在研究工作中继续努力拼

搏，争取为资本市场、为支

持海通团队的客户带来更

大价值！

逐步拓宽研究领域

感恩各位投资者对广发

房地产团队的支持。 尽管房

地产整体行业空间收缩，但

面临的发展新机遇也是前所

未有， 这些新的机遇及挑战

都将会使得我们在2018年更

加奋进， 广发地产团队将在

传承基本面价值研究的同

时，逐步拓宽研究领域，同时

也会与时俱进， 进一步布局

香港和国际研究， 真正做到

用研究来回报各位投资者长

期的信任与支持。

最前瞻最鲜明的观点

很荣幸获得中国证券

报金牛奖。 今年来，我们率

先提出三四线房产价格上

涨的观点， 推荐了新城控

股、世联行等今年地产涨幅

靠前的股票； 港股地产方

面，我们精确判断了内房股

的上涨行情。 未来，随着房

地产租赁时代的到来，我们

将更加深入地调研，研究海

外房地产市场历史规律，为

各位机构投资者提供最前

瞻、最鲜明的观点。

坚持左侧研究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信

任和鼓励！ 我们团队一直坚

持基本面与流动性相结合

的框架研究。从2015年开始，

我们框架性指出房地产蓝筹

白马优先原则；从2016年开

始，我们提出房地产股票的

逆向投资逻辑；2017年，我

们在市场上树立了“房地产

增量到存量的变迁框架” 。

今后我们仍将坚持左侧研

究，给投资者提供持续的具

有操作性的研究结论！

始终引领正确方向

回望2017年， 房地产市

场继续呈现“冰与火” 的态

势， 由于团队的努力和勤

奋，我们始终走在行业的前

端，引领着正确的方向。 展

望未来， 我们信心满满，城

镇化的进程提速仍然是整

个行业最大的红利，优质的

城市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而政策红利和长效机制的

逐步建立，也一定能够催生

新兴的行业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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