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5环保

第二名 招商证券 -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朱纯阳 ,张晨 ,弋隽雅 )

感谢中国证券报，也感谢各位领导的支持。 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规模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阶段，但环境治理仍是明显的短板，参考日本、美国的发展路径，未来的30年是环境领域补短板的主要时间，环保行业也将进入一个大市值行业，这是内在的需求，也是历史的必然。 希望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我们能为之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和责任。

3光大证券 -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陈俊鹏 ,郑小波 ,宋磊 ,殷中枢 )

工业环保进入下半场

今年我们推出工业环保深度报告———《从“剩宴” 到“盛宴” 》，共 129页超10万字，是截至目前市场上内容最全面、涉猎范围最广、视角最独特、数据最详实的工业环保报告。 此外，多次领衔推出“光大周期帮周末电话会议” 及相关调研等。 光大环保陈俊鹏团队秉承价值投资理念，坚持从基本面出发，深入研究，前瞻判断，为投资者带来真正有价值的投资观点。

4国泰君安证券-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徐强 ,林隆鹏 ,韩佳蕊 ,邵潇 )

丰富自己的认知体系

环保行业的内容由传统的污水、垃圾处置等板块 ，开始向更多新的、以前觉得难度太大或投资太多的方向转变。 这也要求环保研究员要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体系 ，经过扎实的研究，对新的市场概念做出敏锐和准确的判断，寻找产业的风口和优秀的公司，为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新的一年我们会更加努力，争取明年更好的成绩。

5安信证券 -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邵琳琳 )

大生态研究框架

环保行业的内涵在不断深化和演变，环保正从单纯的环保治理进化到现在的生态共进，到未来，环保还会走向低碳经济，希望我们的大生态研究框架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来理解环保、投资环保。 祝愿所有中国的环保人朝着美丽中国的目标不断进取，在未来不断收获生态文明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惊喜！

T15节能+环保

节能领域研究

第一名 广发证券 -节能领域研究小组 (郭鹏 ,陈子坤 ,邱长伟 ,蔡屹 ,华鹏伟 ,王理廷 )

深入挖掘投资机会

2017年来发挖掘新能源车各环节在不同发展时期的投资机会，并持续关注电力设备及风电光伏行业，提示工控复苏 。 着眼未来，我们对电新领域的投资机遇充满信心 ，仍将立志于做好新能源车全产业链的配置策略与板块择时，深入挖掘风光储、电力设备及工控领域的投资机会，我们将再接再厉，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研究服务 ，也祝福所有投资者业绩长虹。

第二名 申万宏源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 (刘晓宁 ,叶旭晨 ,董宜安 ,王璐 ,韩启明 )

兼具广度和深度

我们团队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风格稳健且具前瞻性。 站在2017年四季度的节点，我们回顾今年，展望明年，继续助力投资者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 2018年为大气考核年，非电领域大气治理有望爆发。 2018年为水十条考核年，关注黑臭水体和工业污水治理投资机会。

此外 ,北方地区集中整治散烧煤为集中供暖行业、天然气行业带来发展机遇，火电板块未来值得重点关注 。

第三名 国泰君安证券-节能领域研究小组 (王浩 ,徐云飞 )

挖掘价值洼地的牛股

一直以来，我们都秉承业内最专业、跟踪最紧密的信念，致力于挖掘处于价值洼地的牛股。 2017年是我们团队开花结果的一年，年初至今我们为市场贡献包括创新股份 、特变电工、晶盛机电、亿纬锂能在内的多只牛股。 全年我们组织了 200多场次的产业链调研活动，召开多场权威专家政策解读会议，总是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为投资者朋友们带来第一手信息。

第四名 长江证券 -节能领域研究小组 (凌润东，徐科 )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谢谢金牛奖主办方提供的平台，谢谢各位投资者的认可 ，谢谢长江研究所及长江中游组各位兄弟姐妹的帮助和支持。 展望 2018年，环保行业前景乐观，我们将继续秉承价值投资理念，从中宏观层面，把脉政策走势，做好行业基本面分析；从微观层面，紧跟公司动向，筛选最具投资价值的标的。 我们将继续努力，通过扎实地研究，为各位投资者持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

第五名 海通证券 -节能领域研究小组 (房青 ,张向伟 )

感谢金牛奖组委和金牛基金经理们的投票支持 ！

我们通过扎实的研究获得了机构投资者的肯定，未来我们将继续在成长行业中寻找龙头公司。 工控产业、配网自动化呈现了高景气度，双积分政策为电动车发展奠定了良性机制 ，国内碳市场亦启动在即。 这些子行业均孕育投资机会。

环保行业

第一名 广发证券 -环保行业研究小组 (郭鹏 ,邱长伟 ,蔡屹 )

提供全面深入的研究服务

非常感谢主办方和各位专业评审对我们团队的认可，授予我们这份殊荣 ，同时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信任并支持我们的客户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我们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改革———五位一体” 的政策研究思路，反复提示环保核察下的周期股机会，同时成功推荐了清洁供热和工业环保投资机会，并提供全面、深入的研究服务。 我们将不断改善 ，再接再厉 ！

环保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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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投资机会

2017年以来我们挖掘

新能源车各环节在不同发

展时期的投资机会， 并持

续关注电力设备及风电光

伏行业， 提示工控复苏。

着眼未来， 我们对电新领

域的投资机遇充满信心，

仍将立志于做好新能源

车全产业链的配置策略与

板块择时， 深入挖掘风光

储、 电力设备及工控领域

的投资机会， 我们将再接

再厉， 为大家提供更好的

研究服务。

广发证券-节能领

域研究小组(郭鹏,

陈子坤,邱长伟,蔡

屹,华鹏伟,王理廷)

兼具广度和深度

我们团队研究兼具广

度和深度，风格稳健且具前

瞻性。 站在2017年四季度的

节点，我们回顾今年，展望明

年，继续助力投资者把握行

业发展的脉搏。 2018年为大

气治理考核年，非电领域大

气治理有望爆发。 2018年为

水十条考核年，关注黑臭水

体和工业污水治理投资机

会。此外,北方地区集中整治

散烧煤为集中供暖行业、天

然气行业带来发展机遇，火

电板块未来值得重点关注。

申万宏源证券-节能

领域研究小组(刘晓

宁 ,叶旭晨 ,董宜安,

王璐,韩启明)

挖掘价值洼地的牛股

一直以来，我们都秉承

业内最专业、跟踪最紧密的

信念，致力于挖掘处于价值

洼地的牛股。 2017年是我们

团队开花结果的一年，年初

至今我们为市场贡献包括

创新股份、特变电工、晶盛

机电、亿纬锂能在内的多只

牛股。 全年我们组织了200

多场次的产业链调研活动，

召开多场权威专家政策解

读会议， 总是在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为投资者朋友们

带来第一手信息。

国泰君安证券-节能

领域研究小组(王浩,

徐云飞)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谢谢金牛奖主办方提

供的平台，谢谢各位投资者

的认可，谢谢长江证券各位

兄弟姐妹的帮助和支持。展

望2018年，环保行业前景乐

观，我们将继续秉承价值投

资理念， 从中宏观层面，把

脉政策走势，做好行业基本

面分析；从微观层面，紧跟

公司动向，筛选最具投资价

值的标的。 我们将继续努

力，通过扎实地研究，为各

位投资者持续提供有价值

的参考信息。

长江证券-节能领域

研究小组 (凌润东，

徐科)

继续寻找龙头公司

感谢金牛奖组委和金

牛基金经理们的投票支

持！

我们通过扎实的研究

获得了机构投资者的肯

定， 未来我们将继续在成

长行业中寻找龙头公司。

工控产业、 配网自动化呈

现了高景气度， 双积分政

策为电动车发展奠定了良

性机制， 国内碳市场亦启

动在即。 这些子行业均孕

育投资机会。

海通证券-节能领域

研究小组(房青,张向

伟)

全面深入的研究

非常感谢主办方和各

位专业评审对我们团队的

认可， 授予我们这份殊荣，

同时也借此机会向长期以

来信任并支持我们的客户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我

们率先提出了 “生态文明

改革———五位一体” 的政

策研究思路，反复提示环保

核察下的周期股机会，同时

成功推荐了清洁供热和工

业环保投资机会，并提供全

面、深入的研究服务。 我们

将不断改善，再接再厉！

广发证券-环保行

业研究小组 (郭鹏,

邱长伟,蔡屹)

将进入大市值行业

感谢中国证券报，也感

谢各位领导的支持。我们国

家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规

模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阶段，

但环境治理仍是明显的短

板，参考日本、美国的发展

路径，未来的30年是环境领

域补短板的主要时间，环保

行业也将进入一个大市值

行业， 这是内在的需求，也

是历史的必然。希望在这个

历史的进程中，我们能为之

贡献出属于自己的力量和

责任。

招商证券-环保行

业研究小组(朱纯阳,

张晨,弋隽雅)

秉承价值投资理念

今年我们推出工业环

保深度报告———《从 “剩

宴” 到“盛宴” 》，共129页

超10万字，是截至目前市场

上内容最全面、涉猎范围最

广、视角最独特、数据最详

实的工业环保报告。 此外，

多次领衔推出“光大周期帮

周末电话会议” 及相关调研

等。 光大环保陈俊鹏团队秉

承价值投资理念，坚持从基

本面出发，深入研究，前瞻

判断，为投资者带来真正有

价值的投资观点。

光大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陈俊鹏,郑

小波,宋磊,殷中枢)

丰富自己的认知体系

环保行业的内容由传

统的污水、 垃圾处置等板

块，开始向更多新的、以前

觉得难度太大或投资太多

的方向转变。 这也要求环

保研究员要不断丰富自己

的认知体系， 经过扎实的

研究， 对新的市场概念做

出敏锐和准确的判断，寻

找产业的风口和优秀的公

司，为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

的研究，新的一年我们会更

加努力，争取明年获得更好

的成绩。

国泰君安证券-环保

行业研究小组(徐强,

林隆鹏，韩佳蕊,邵潇)

大生态研究框架

环保行业的内涵在不

断深化和演变，环保正从单

纯的环保治理进化到现在

的生态共进，到未来，环保

还会走向低碳经济， 希望

我们的大生态研究框架能

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

野来理解环保、投资环保。

祝愿所有中国的环保人朝

着美丽中国的目标不断进

取，在未来不断收获生态文

明建设给我们带来的各种

惊喜！

安信证券-环保行业

研究小组(邵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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