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海通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邱友锋，杜市伟，钱佳佳，冯晨阳，毕春晖 )

重择时而不重选股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建筑建材行业奖项，感谢金牛奖主办方及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我们的建筑建材团队具有规范且有特色的行业研究框架和体系，过去一年我们以勤奋、扎实、前瞻的研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周期品建材方面，我们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重择时而不重选股。 未来，建议关注水泥行业龙头，长期看好装饰建材、玻纤领域龙头公司。

4、华泰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鲍荣富，黄骥，王德彬，方晏荷 )

精准把握投资机会

建筑行业在去年下半年兴起的PPP大潮中，迎来了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的深度变革，在PPP模式带动下，园林板块景气度发生了根本性反转。 我们团队在 PPP大潮来临前夜外发布一系列PPP深度报告，并在后续时间精准把握了一系列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从Q4及明年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行业中长期市场格局变化角度出发，设计/园林龙头在当前估值水平下具备良好的配置价值。

5、长江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范超，孙明新，李金宝，周松 )

“挑战年” 彰显研究魅力

2017年对于周期行业研究来说是极具挑战的一年，需求不再是核心，供给在环保约束下占据主导。 当熟悉框架不再适用，需要分析师根据自己的行业研究积淀迅速进行调整 ，进而给出判断，这个过程可能会受到很多干扰，但这也正是行业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分析师的价值所在。 幸运的是，我们立足过往研究积淀，紧跟行业动态变化，兼以微观草根验证，把握住了一些周期行业及白马龙头稳健成长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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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业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王冠桥 ，戴畅 )

观点鲜明敢于亮剑

感谢中证报、感谢金牛奖，兴证汽车团队是一支年轻的团队，第一次荣获最佳分析师奖项。 虽然我们年轻，但观点鲜明、敢于亮剑。 2017年以来，我们把握住了新能源汽车、宝马新周期、一汽产业链等投资主线。 “兴车熟道” 是我们的代言，我们不仅懂产业，也了解市场。 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极致研究、创造价值的态度，为各位机构投资者分享独到的研究成果。

2、海通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邓学，谢亚彤，王猛 ，杜威 )

拓宽研究广度与深度

感谢金牛奖主办方和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证券研究第七年，汽车行业正式进入“中国崛起” 与“产业巨变” 叠加阶段。 但随着趋势的越来越明确，基本的龙头格局已确立 ，因此2018年的市场将以“捕捉龙头估值提升 ，挖掘潜力黑马” 为主基调 。 未来，汽车投资也将走向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对团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提出巨大挑战。

3、国泰君安证券-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王炎学 )

多次获奖见证成长

感谢金牛奖再次把奖项颁给了我，从2013年到 2015年我连续三年得到金牛奖第二名，2016年获得第三名 。 在我的职业生涯肿，金牛奖见证了我一步步的成长，感谢评委们再一次选择了我，我一定会在未来继续推荐牛股，以回馈各位评委多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站在这个时点向前看，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仍坚持看好汽车行业发展。

4、广发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张乐，闫俊刚，唐晢 ) �

挖掘细分子行业机会

汽车是个很有趣的行业，本身属于制造业，盈利也符合制造业特征 ，但从细分子行业来看，乘用车需求面向消费端 ，重卡股的股性受到周期股影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智能汽车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具备主题投资和成长的逻辑，这也是汽车行业从来不乏投资机会的原因 。 未来我们会继续秉承客观稳健的研究风格，更好地服务投资者。

5、华创证券 -交运设备行业研究（含新能源汽车）小组 (欧子辰 ，王俊杰 ) �

多维度深化研究

2017年，华创汽车团队在维持新能源汽车领域纵向产业链研究深度优势的同时，重点扩展了研究领域，包括传统整车的自动变速箱配套产业链、商用车重卡行业等。 展望未来，在商用车领域，无论是传统燃油货运还是新能源客车、物流车一体的泛商用化，“高端化” 都是延续较长的主体思想 。 未来我们会持续维持足够广度的研究纵深，力求为客户创造价值。

20建筑建材行业研究

1、中泰证券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夏天，杨涛，黄诗涛，焦俊 ，程龙戈，房大磊 )

把握发展趋势挖掘机会

中泰建筑建材团队始终坚持基本面研究，引领市场把握建筑建材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充分挖掘行业投资机会，持续为投资者提供最优的卖方服务。 我们是市场上对PPP、“一带一路” 、水泥、玻璃等细分行业跟踪最深入、紧密的团队，坚持对主流建筑建材股的全面覆盖 。 未来继续看好PPP、水泥等细分行业龙头公司机会。

2、国泰君安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韩其成，鲍雁辛，黄涛，戚舒扬 )

加倍努力回馈市场

感谢中国证券报搭建的金牛分析师评选平台，感谢各位评委的认可和肯定，获得奖项是我们建筑建材团队通过共同的努力和拼搏换来的。 未来，我们将加倍努力 ，进一步深入行业研究，挖掘更多优秀标的回馈市场，回馈评委和中国证券报，胜利属于创造价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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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鲜明敢于亮剑

感谢中证报、感谢金牛

奖，兴证汽车团队是一支年

轻的团队，第一次荣获最佳

分析师奖项。 虽然我们年

轻， 但观点鲜明、 敢于亮

剑。 2017年以来，我们把握

住了新能源汽车、宝马新周

期、 一汽产业链等投资主

线。 “兴车熟道” 是我们的

代言，我们不仅懂产业，也

了解市场。 未来，我们将继

续秉承极致研究、创造价值

的态度，为各位机构投资者

分享独到的研究成果。

兴业证券-交运设

备行业研究（含新

能源汽车）小组(王

冠桥，戴畅)

拓展研究广度与深度

感谢金牛奖主办方和

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证券

研究第七年， 汽车行业正

式进入“中国崛起” 与“产

业巨变” 叠加阶段。但随着

趋势的越来越明确， 基本

的龙头格局已确立， 因此

2018年的市场将以 “捕捉

龙头估值提升， 挖掘潜力

黑马” 为主基调。 未来，汽

车投资也将走向多元化、

专业化、国际化，对团队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也提出巨

大挑战。

海通证券-交运设备

行业研究 （含新能

源汽车）小组(邓学，

谢亚彤，王猛，杜威)

多次获奖见证成长

感谢金牛奖再次把奖

项颁给了我们，从2013年到

2015年连续三年得到金牛

奖第二名，2016年获得第三

名。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金

牛奖见证了我一步步的成

长，感谢评委们再一次选择

了我，我一定会在未来继续

推荐牛股，以回馈各位评委

多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站

在这个时点向前看，我们对

未来充满信心，仍坚持看好

汽车行业发展。

国泰君安证券-交运

设备行业研究（含新

能源汽车）小组 (王

炎学)

挖掘细分行业机会

汽车是个很有趣的行

业，本身属于制造业，盈利

也符合制造业特征， 但从

细分子行业来看， 乘用车

需求面向消费端， 重卡股

的股性受到周期股影响，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智能

汽车产业链的部分环节具

备主题投资和成长的逻

辑， 这也是汽车行业从来

不乏投资机会的原因。 未

来我们会继续秉承客观稳

健的研究风格， 更好地服

务投资者。

广发证券-交运设备

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汽车）小组(张乐，闫

俊刚，唐晢)

多维度深化研究

2017年，华创汽车团队

在维持新能源汽车领域纵

向产业链研究深度优势的

同时， 重点扩展了研究领

域，包括传统整车的自动变

速箱配套产业链、商用车重

卡行业等。 展望未来，在商

用车领域，无论是传统燃油

货运， 还是新能源客车、物

流车一体的泛商用化，高端

化都是延续较长的主体思

想。未来我们会持续维持足

够广度的研究纵深，力求为

客户创造价值。

华创证券-交运设备

行业研究（含新能源

汽车）小组(欧子辰，

王俊杰)�

把握趋势挖掘机会

中泰建筑建材团队始

终坚持基本面研究，引领市

场把握建筑建材行业最新

发展趋势，充分挖掘行业投

资机会，持续为投资者提供

最优的卖方服务。 我们是市

场上对PPP、“一带一路” 、

水泥、玻璃等细分行业跟踪

比较深入、 紧密的团队，坚

持对主流建筑建材股的全

面覆盖。未来继续看好PPP、

水泥等细分行业龙头公司

机会。

中泰证券-建筑建

材行业研究小组(夏

天，杨涛，黄诗涛，程

龙戈，焦俊，房大磊)

加倍努力回馈市场

感谢中国证券报搭建

的金牛分析师评选平台，

感谢各位评委的认可和肯

定， 获得奖项是我们建筑

建材团队通过共同的努力

和拼搏换来的。 未来，我们

将加倍努力， 进一步深入

行业研究， 挖掘更多优秀

标的回馈市场， 回馈评委

和中国证券报， 胜利属于

创造价值者。

国泰君安证券-建筑

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韩其成，鲍雁辛，黄

涛，戚舒扬)

重择时而不重选股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建筑

建材行业奖项， 感谢金牛奖

主办方及机构投资者的支

持！ 我们的建筑建材团队具

有规范且有特色的行业研究

框架和体系， 过去一年我们

以勤奋、扎实、前瞻的研究获

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周期品

建材方面， 我们主要采取自

上而下的研究思路， 重择时

而不重选股。未来，建议关注

水泥行业龙头， 长期看好装

饰建材、玻纤领域龙头公司。

海通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邱友

锋，杜市伟，钱佳佳，

冯晨阳，毕春晖)

精准把握投资机会

建筑行业在去年下半年

兴起的PPP大潮中，迎来商业

模式和竞争格局的深度变革，

在PPP模式带动下，园林板块

景气度发生了根本性反转。

团队在PPP大潮来临前夜发

布多篇深度报告， 并在后续

时间精准把握了一系列投资

机会。我们认为，从Q4及明年

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行业中长

期市场格局变化角度出发，

设计/园林龙头在当前估值

水平下具备良好的配置价值。

华泰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 (鲍荣

富，黄骥，王德彬，方

晏荷)

2017研究魅力凸显

2017年对于周期行业研

究来说是极具挑战的一年，

需求不再是核心， 供给在环

保约束下占据主导。 当熟悉

框架不再适用， 需要分析师

根据自己的行业研究积淀迅

速进行调整，进而给出判断，

这也正是行业研究的魅力所

在。幸运的是，我们立足过往

研究积淀， 紧跟行业动态变

化，兼以微观草根验证，把握

住了一些周期行业及白马龙

头稳健成长行情。

长江证券-建筑建材

行业研究小组(范超，

孙明新， 李金宝，周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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