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6新材料+高端装备

新材料方向研究

1广发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巨国贤 ,王剑雨 ,李莎 ,赵鑫 ,郭敏 ,周航 )

专心 专业 专为您

2017年是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之年，同时也是新材料行业迎来大发展的机遇之年，团队扎实研究，紧紧把握政策动向，本着“专心、专业、专为您” 的服务为宗旨，为各专业机构提供优质服务。 准确及时为机构投资者挖掘出新材料行业领域的龙头标的。 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 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一定继续努力，力争不断超越，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加专业优质的服务。

第二名 ,海通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施毅 ,钟奇 )

今年我们团队有幸收获金牛奖，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也十分感恩。

金牛奖是由代表国内领先投资水平的“金牛基金经理” 评选出来的，首先要真诚地感谢客户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支持。 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将更多更有价值的投资建议回馈给客户！ 我们还要感谢海通研究所的各位领导和同事，感谢你们为我们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优质的行业研究环境。

第三名 ,申万宏源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宋涛 ,徐若旭 ,马昕晔 ,陈俊杰 )

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投票机构对我们团队的认可。 我们团队成员专业背景涵盖高分子材料 、化工、金融、会计等多个领域，团队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风格稳健且具前瞻性。 今年年初以来，申万宏源化工团队前瞻的判断了化工整体周期性的机会，持续推荐了万华化学、华鲁恒升等白马龙头的投资机会。 展望明年，我们将继续助力投资者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

第四名 ,国泰君安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刘华峰 ,徐明德 )

推靠谱标的 多贡献牛股

此次获奖既是对我们团队这一年工作的肯定，同时也对我们未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回顾2017年，我们成功挖掘 、牢牢把握住了稀土、电解铝及新能源三大投资机会，为客户博得了良好收益。 展望 2018年，我们依然坚信有色板块面临良好投资机会，而国君有色也将一如既往做扎实研究，推靠谱标的，争取多为大家贡献牛股！

第五名 ,安信证券 -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 (袁善宸 ,张汪强 )

关注高品质个股

展望未来，周期化工品方兴未艾，整体供需格局改善被环保加速，园区式化工企业获得足够的业绩弹性和增长弹性，芯片、新能源、面板带来的新材料机会何止千亿 ，老树发新枝实为化工常态。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化工行业将扮演幕后重臣的关键角色，我们将在未来一如既往的发掘产业链机会，关注高品质个股 ，为各位领导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第一名 ,广发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罗立波 ,胡正洋 ,刘芷君 ,代川 ,王珂 ,赵炳楠 )

装备企业任重道远

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机械设备企业有积极作为的空间，我们期待随着行业回暖和企业调整的结合，为投资者做出更积极有效的贡献。 在军工行业，随着中国GDP的持续增长和强军战略实施，军工行业将保持持续增长。 中短期内，军改带来的影响将逐渐消除，装备采购也会按照新的编制体制运行，军工有望重回景气增长周期。

T16高端装备

第二名 ,东吴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陈显帆 ,周尔双 ,何京鸿 )

为客户创造净值贡献

东吴证券陈显帆团队致力于以最深度、最勤奋、最扎实的基本面研究，提供最精准 、最前瞻、最有效的投资建议，持续为客户创造净值贡献！ 2017年我们团队共发布 500篇报告 ，重点推荐品种包括先导智能、三一重工 、中集集团 、晶盛机电、精测电子、弘亚数控等细分行业龙头，均为机械行业年度表现最好的品种，获得市场深度认可。

第三名 ,招商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刘荣 ,王超 ,卫喆 ,刘旭 ,何亮 )

客观 价值 勤奋

2017年机械行业精准把握周期，提出景气回升 ，加大配置。 凭借丰富的周期行业研究经验，上调工程机械行业评级，并提出朱格拉周期复苏的逻辑及论据，不断得到验证，重点推荐的三一重工、恒立液压表现强劲。 2018年，我们将再接再厉做最客观 、最价值、最勤奋的卖方，为市场提供最真实 、最确定的基本面研究和投资建议！

第四名 ,方正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吕娟 ,韩振国 ,于百战 ,高鹏 ,段小虎 ,武雨桐 )

聚焦细分龙头企业

时隔五年，机械行业又迎来了比较大的投资机会，但是呈现出的特点与2011年之前有诸多差异 ，包括行业竞争格局、需求结构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建议聚焦机械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抓住本轮周期与成长板块优质企业的投资机会。

第五名 安信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 (冯福章 ,王书伟 ,杨光 )

未来征途 还须夙兴夜寐

感谢中国证券报举办的此次评选活动，安信证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很荣幸能够获得本次高端装备行业研究金牛奖的奖项 。 回首往昔，一路风雨兼程 。 未来征途，还须夙兴夜寐 。 面对未来，我们唯有积跬致远、更加勤勉扎实、更加专业理性、更加独立客观。 我们会珍惜市场每一分肯定，也做好准备迎接市场每一次挑战！ 不畏浮云、不忘初心、与子偕行！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新材料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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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专业 专为您

2017年是供给侧改革

的深化之年，同时也是新材

料行业迎来大发展的机遇

之年，团队扎实研究，紧紧

把握政策动向， 本着 “专

心、专业、专为您” 的服务

宗旨，为各专业机构提供优

质服务。 准确及时为机构

投资者挖掘出新材料行业

领域的龙头标的。 荣誉是

肯定，更是鞭策。 在今后的

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一定

继续努力，力争不断超越，

提供更加专业优质的服务。

广发证券-新材料

方向研究小组 (巨

国贤,王剑雨,李莎,

赵鑫,郭敏,周航)

以价值回馈客户

今年我们团队有幸收

获金牛奖，我们感到非常荣

幸，也十分感恩。 金牛奖是

由代表国内领先投资水平

的“金牛基金经理” 评选出

来的，首先要真诚地感谢客

户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支

持。 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

将更多更有价值的投资建

议回馈给客户！我们还要感

谢海通研究所的各位领导

和同事，感谢你们为我们创

造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优

质的行业研究环境。

海通证券-新材料方

向研究小组(施毅,钟

奇)

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感谢中国证券报及投

票机构对我们团队的认可。

我们团队成员专业背景涵

盖高分子材料、化工、金融、

会计等多个领域，团队研究

兼具广度和深度，风格稳健

且具前瞻性。 今年年初以

来，申万宏源化工团队前瞻

的判断了化工整体周期性

的机会，持续推荐了万华化

学、华鲁恒升等白马龙头的

投资机会。 展望明年，我们

将继续助力投资者把握行

业发展的脉搏。

申万宏源证券-新材

料方向研究小组 (宋

涛,徐若旭,马昕晔,陈

俊杰)

多贡献牛股

此次获奖既是对我们

团队这一年工作的肯定，

同时也对我们未来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 回顾

2017年，我们成功挖掘、牢

牢把握住了稀土、 电解铝

及新能源三大投资机会，

为客户博得了良好收益。

展望2018年， 我们依然坚

信有色板块面临良好投资

机会， 而国君有色也将一

如既往做扎实研究， 推靠

谱标的， 争取多为大家贡

献牛股！

国泰君安证券-新材

料方向研究小组(刘

华峰,徐明德)

关注高品质个股

展望未来， 周期化工

品方兴未艾， 整体供需格

局改善被环保加速， 园区

式化工企业获得足够的业

绩弹性和增长弹性，芯片、

新能源、 面板带来的新材

料机会何止千亿， 老树发

新枝实为化工常态。 化工

行业将扮演关键角色，我

们将一如既往地发掘产业

链机会，关注高品质个股，

为各位领导带来更多的投

资机会。

安信证券-新材料方

向研究小组(袁善宸,

张汪强)

装备企业任重道远

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

过程中，机械设备企业有积

极作为的空间，我们期待随

着行业回暖和企业调整的

结合，为投资者做出更积极

有效的贡献。 在军工行业，

随着中国GDP的持续增长

和强军战略实施，军工行业

将保持持续增长。 中短期

内，军改带来的影响将逐渐

消除，装备采购也会按照新

的编制体制运行，军工有望

重回景气增长周期。

广发证券-高端装备

行业研究小组(罗立

波,胡正洋,刘芷君,

代川,王珂,赵炳楠)

为客户创造净值回报

东吴证券陈显帆团队

致力于以最深度、 最勤奋、

最扎实的基本面研究，提供

最精准、最前瞻、最有效的

投资建议，持续为客户创造

净值贡献！ 2017年我们团队

共发布500篇报告， 重点推

荐品种包括先导智能、三一

重工、中集集团、晶盛机电、

精测电子、弘亚数控等细分

行业龙头，均为机械行业年

度表现最好的品种，获得市

场深度认可。

东吴证券-高端装

备行业研究小组(陈

显帆 ,周尔双 ,何京

鸿)

客观 价值 勤奋

2017年我们团队精准

把握周期， 提出景气回升，

加大配置。 凭借丰富的周期

行业研究经验，上调工程机

械行业评级，并提出朱格拉

周期复苏的逻辑及论据，不

断得到验证，重点推荐的三

一重工、 恒立液压表现强

劲。 2018年，我们将再接再

厉做最客观、 最有价值、最

勤奋的卖方，为市场提供最

真实、最确定的基本面研究

和投资建议！

招商证券-高端装备

行业研究小组(刘荣,

王超 ,卫喆 ,刘旭,何

亮)

聚焦细分龙头企业

时隔五年，机械行业又

迎来了比较大的投资机会，

但是呈现出的特点与2011

年之前有诸多差异，包括行

业竞争格局、需求结构等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建

议聚焦机械各个细分行业

的龙头企业，抓住本轮周期

与成长板块优质企业的投

资机会。

方正证券-高端装备

行业研究小组(吕娟,

韩振国,于百战,高鹏,

段小虎,武雨桐)

勤勉扎实 专业理性

感谢中国证券报举办

的此次评选活动，很荣幸能

够获得本次高端装备行业

研究金牛奖的奖项。 回首往

昔，一路风雨兼程。 未来征

途，还须夙兴夜寐。 面对未

来， 我们唯有积跬致远、更

加勤勉扎实、 更加专业理

性、更加独立客观。 我们会

珍惜市场每一分肯定，也做

好准备迎接市场每一次挑

战！ 不畏浮云、不忘初心、与

子偕行！

安信证券-高端装备

行业研究小组(冯福

章 ,王书伟 ,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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