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天风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吴立，刘哲铭，杨钊，魏振亚 )

行业具备战略性买入机会

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当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持续减少，土地因此必将走向集中，适度规模化经营也就应运而生。 土地规模化的经营意味着农业生产过程的管理水平需要提高，因此，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农人” 将乘势崛起。

展望明年，我们认为，大宗农产品经过多年低迷，当前已达历史价格底部区间，主流大宗农产品的历史供应最大量已经或即将出现，具备战略性买入机会。

4、申万宏源证券-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赵金厚，宫衍海，龚毓幸 )

伴随农业企业共同成长

感谢各位投票人和投资机构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 团队成员赵金厚对于农林牧渔领域有近20年的研究经验，开创了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在赵金厚的指导下，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框架，在不断切换的市场风格和环境中，对投资机会的深入研究和对基本面的客观理性分析，是我们团队一直以来的坚持。 我们愿意坚守第一产业的发展，伴随尚未成熟的农业企业共同成长。

5、海通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丁频，陈雪丽，陈阳 )

继续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2017年农业整体走势偏弱，但各子行业龙头个股业绩和股价表现强势，深度研究价值得到彰显 。 我们作为基本面研究扎实的卖方团队，工作也受到广泛认可。 展望2018年，A股价值回归将会继续，白马龙头投资价值也将得到重估，基本面研究也将得到更多重视，我们一定继续努力提升研究水平，深挖个股机会，为客户提供更及时、更有深度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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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泰君安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丁丹，杨松 ，于溯洋 )

准确把握结构性机会

2017年在医药板块结构性行情和震荡中，团队一路准确地把握结构性投资机会。 2017年年度策略报告独家提出医药行业进入“长周期的新起点” ，后被业界广泛认可。 期间，率先发布医药流通深度报告；首发DTP药房深度报告，率先提示处方外流趋势下零售药店投资机会；首推创新药板块。 团队前瞻性研究突出，将持续引领医药行业研究。

2、兴业证券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徐佳熹 ，孙媛媛 ，赵垒，杜向阳 ) �

及时推出重磅深度

2017年，对医药行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医改政策重磅消息频出 ----医保目录调整、二次议价开展、药品加成取消、两票制下文、创新药新政。 我们医药团队及时推出很多重磅深度和随笔。 作为内资券商中率先实现A+H全覆盖的团队之一，我们现已覆盖近30家港股医药上市公司 。 未来，我们将继续保持敬畏市场之心、客观严谨的态度，在医药研究的路上继续前行。

3、海通证券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余文心 ，郑琴，孙建，师成平等 )

挖掘代表未来龙头牛股

2017年医药股在产业政策密集发布中分化加剧，各细分领域龙头强势崛起。 我们坚信 ，顺应产业趋势的龙头将穿越牛熊，为投资者带来超额收益。 展望未来，医药行业一定会是牛股辈出的行业，从龙头到巨头 ，一批以创新药、器械服务等非药龙头为代表的企业将屹立浪潮之巅。 乘医药产业发展东风，投资各细分高成长领域，将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

4、广发证券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罗佳荣 ，吴文华 ，冯鹏，马帅，蔡强 )

把握前沿引导趋势

过去一年，我们医药小组坚定不移地看好医药行业创新和国际化产业趋势。 我们发表了A股行业第一篇优先审评报告、第一篇 ICH行业报告，把握行业前沿，努力引导产业趋势，充分发挥好分析师在中国医药产业升级过程的价值发现和资产定价能力，与国内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成长。

5、中泰证券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江琦，池陈森，张天翼 )

以研究为本服务投资者

当得知获奖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又充满感激。 组建团队之初，就定位为要以研究为本，做好研究，力争通过研究给予投资者一些启发和帮助。 因此，我们人员配备也以分子行业为主，目前已在创新药、生物药、高品质仿制药、器械等子行业中逐渐深入覆盖 。 未来，我们将以更多的热情，更加充满感激的心，去持续、深入地把研究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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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陈佳，余昌 )

精益求精为客户创回报

金牛奖由代表国内领先投资水平的“金牛基金经理” 评选出，含金量极高，此次获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继续深耕基本面研究，为适应投资者的需求提供更为全面以及专业的服务，精益求精 ，争取为客户创造更为优异及稳定的回报。 我们也希望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为农业上市企业以及行业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

2、中泰证券 -农林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陈奇，谢刚，刁凯峰 )

紧抓两条主线变化

2017年以来，在畜禽链景气下行背景下，我们聚焦“后周期” ＋“种植链” 龙头白马的结构性机会，紧抓产业竞争格局变化和各板块景气度变化两条主线。 其中，2-3月份，率先揭开 5省10地的“饲料+动保 ” 后周期产业调研序幕 ；3-4月份，推出高频深度的系列种业研究，借力国内最顶级的育种专家和智库 ，前瞻性地预测了国内水稻种子品种升级换代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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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结构性机会

2017年在医药板块结

构性行情和震荡中， 团队

一路准确地把握结构性投

资机会。2017年年度策略报

告独家提出医药行业进入

“长周期的新起点” ，后被

业界广泛认可。 期间，率先

发布医药流通深度报告；

首发DTP药房深度报告，率

先提示处方外流趋势下零

售药店投资机会； 首推创

新药板块。 团队前瞻性研

究突出， 将持续引领医药

行业研究。

国泰君安证券-医药

生物行业研究小组

(丁丹， 杨松， 于溯

洋)

及时推重磅深度研究

2017年， 对医药行业

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 医改政策重磅消息频

出：医保目录调整、二次议

价开展、药品加成取消、两

票制下文、创新药新政。我

们医药团队及时推出很多

重磅深度和随笔。 未来，

我们将继续保持敬畏市场

之心、 客观严谨的态度，

在医药研究的路上继续

前行。

兴业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徐佳

熹，孙媛媛，赵垒，杜

向阳)�

挖掘未来龙头牛股

2017年医药股在产业

政策密集发布中分化加剧，

各细分领域龙头强势崛起。

我们坚信，顺应产业趋势的

龙头将穿越牛熊，为投资者

带来超额收益。 展望未来，

医药行业一定会是牛股辈

出的行业， 从龙头到巨头，

一批以创新药、器械服务等

非药龙头为代表的企业将

屹立浪潮之巅。 乘医药产业

发展东风，投资各细分高成

长领域，将为投资者带来丰

厚的回报。

海通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 (余文

心，郑琴，孙建，师成

平，高岳〈离职〉)

把握前沿引领趋势

过去一年，我们医药小

组坚定不移地看好医药行

业创新和国际化产业趋

势。 我们发表了A股行业第

一篇优先审评报告、 第一

篇ICH行业报告，把握行业

前沿，努力引领产业趋势，

充分发挥好分析师在中国

医药产业升级过程的价值

发现和资产定价能力，与

国内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

共同成长。

广发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罗佳

荣，吴文华，冯鹏，马

帅，蔡强)

以研究为本

当得知获奖的时候，

内心非常激动又充满感

激。 组建团队之初，就定位

为要以研究为本， 做好研

究， 力争通过研究给予投

资者一些启发和帮助。 因

此， 我们人员配备也以分

子行业为主， 目前已在创

新药、生物药、高品质仿制

药、 器械等子行业中逐渐

深入覆盖。 未来，我们将以

更多的热情， 更加充满感

激的心，去持续、深入地把

研究这条路走下去。

中泰证券-医药生物

行业研究小组 (江

琦，池陈森，张天翼)

精益求精服务客户

金牛奖由代表国内领先

投资水平的 “金牛基金经

理”评选出，含金量极高，此

次获奖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

鼓励。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继续深耕基本面研究，为

适应投资者的需求提供更为

全面以及专业的服务， 精益

求精， 争取为客户创造更为

优异及稳定的回报。 我们也

希望通过深入的行业研究，

为农业上市企业以及行业发

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长江证券-农林牧

渔行业研究小组(陈

佳，余昌)

紧抓两条主线

2017年以来， 在畜禽链

景气下行背景下， 我们聚焦

“后周期”＋“种植链” 龙头

白马的结构性机会，紧抓产业

竞争格局变化和各板块景气

度变化两条主线。 其中，2-3

月份， 率先揭开5省10地的

“饲料+动保”后周期产业调

研序幕；3-4月份， 推出高频

深度的系列种业研究，借力国

内最顶级的育种专家和智库，

前瞻性地预测了国内水稻种

子品种升级换代新趋势。

中泰证券-农林牧

渔行业研究小组(陈

奇，谢刚，刁凯峰)

行业具备买入机会

随着人口结构改变，当

前我国农业从业人口持续减

少，土地因此必将走向集中，

适度规模化经营也就应运而

生。 因此，以农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农人”

将乘势崛起。

展望明年， 我们认为，

大宗农产品经过多年低迷，

当前已达历史价格底部区

间，主流大宗农产品的历史

供应最大量已经或即将出

现，具备战略性买入机会。

天风证券-农林牧渔

行业研究小组(吴立，

刘哲铭， 杨钊， 魏振

亚)

与农企共成长

感谢各位投票人和投资

机构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团

队成员赵金厚对于农林牧渔

领域有近20年的研究经验，

开创了系统性的研究方法。

团队根据市场变化不断完善

研究框架。 在不断切换的市

场风格和环境中， 对投资机

会的深入研究和对基本面的

客观理性分析， 是我们团队

一直以来的坚持。我们愿意坚

守第一产业发展， 伴随尚未

成熟的农业企业共同成长。

申万宏源证券-农林

牧渔行业研究小组

(赵金厚， 宫衍海，龚

毓幸)

努力提升研究水平

2017年农业整体走势偏

弱， 但各子行业龙头个股业

绩和股价表现强势， 深度研

究价值得到彰显。 我们作为

基本面研究扎实的卖方团

队，工作也受到广泛认可。展

望2018年，A股价值回归将会

继续， 白马龙头投资价值也

将得到重估， 基本面研究也

将得到更多重视， 我们一定

继续努力提升研究水平，深

挖个股机会， 为客户提供更

及时、更有深度的服务。

海通证券-农林牧渔

行业研究小组(丁频，

陈雪丽，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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