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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泰君安证券-中小市值研究小组 (孙金钜 ，刘易，王政之，任浪，黎泉宏 ，俞能飞等 )

以业绩为主线精选个股

2017年中小盘在风险偏好受限的前提下，我们围绕业绩主线选股，寻找竞争力能持续提升的未来龙头公司。 同时，团队也开创了新的研究思路 ，并独具一格地开创了新股和次新股研究，在次新股领域挖掘未来龙头公司；在增发并购受限的情况下，寻找一二级联动的新投资机会。 展望后市，我们仍将以业绩为主线精选个股，依循新产业、次新股两维度去挖掘未来龙头公司。

2、海通证券 -中小市值研究小组 (张宇 ，钮宇鸣 ，刘宇，潘莹练，孔维娜 )

秉持严谨态度 踏实做好研究

过去一年 ，我们经历了中小盘股票估值连续下挫 ，市场风格转移等不利，但我们坚持创新研究，坚持价值发掘，坚持为绝对收益客户做有价值的研究，任市场起伏跌宕，我们团队秉持对公司 、对行业的标准 ，去伪存真 、千锤百炼，依然挖掘出一批有价值的标的。 前路漫漫，今后的日子 ，我们依然秉持客观严谨的态度 ，踏踏实实做好研究，争取把更多有价值的报告呈献给支持我们的专业投资人。

3、光大证券 -中小市值研究小组 (刘晓波 )

面对诱惑要坚守初心

2017年，对于中小盘分析师而言是比较困难的一年：回首看去 ，价值蓝筹完胜，成长归于平淡并承压颇多 。 今年市场风格的转变让很多朋友一时难以适应。 投资是个长期的事情 ，一时的输赢可以承受。 难的是能够面对诱惑，坚守初心。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研究成果，以期回报大家的厚爱。

4、东北证券 -中小市值研究小组（笪佳敏、马良）

坚持产业研究为先理念

东北中小盘研究是个年轻有活力的团队 ，我们本着产业研究为先的理念 ，从产业链视角洞悉行业变化和趋势，深度把握每个细分领域的投资节奏和时点 。 对于每个推荐标的，我们基本做到全方位的调研和验证 ，从产业链上下游和同行竞争对手层面去多维度验证把握，力求做靠谱的研究和推荐，我们深信卖方研究是项长跑，只有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价值和靠谱的研究才能获得市场持续的认可。

5、方正证券 -中小市值研究小组 (王永辉，方闻千 )

获奖激励团队前行

很荣幸我们团队能够获得金牛最佳分析师奖，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感谢各位领导对我们的厚爱与信任 ，感谢团队小伙伴 ，因为大家的任劳任怨和精诚团结，才会让团队整体的投研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今天获得此份殊荣，不仅是对团队近一年来努力和付出的最大肯定，同样也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地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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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信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 (诸海滨 ，曾捷 )

两大视角挖掘被低估标的

随着市场分化日益严重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掘被埋没的优质公司，为此我们提出了“漉沙淘金”的精品策略，从盈利和估值两大视角，挖掘被低估的优质公司投资价值。 新三板作为一个年轻的市场，我们认为应该给予它更多耐心和信心。 任市场风云变幻，我们坚持以独立客观的态度 ，怀揣对市场的敬畏之心 ，志存高远，理性坚守，全力为投资人创造更丰厚的回报！

2、长江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 (蒲东君 ，严轩 )

行业蕴藏大量投资机会

新三板发展是市场的必然，因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阶段。 在此阶段，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显得至关重要 。 而新三板作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平台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长期受益，同时也将蕴藏大量的投资机会。

3、申万宏源证券-新三板方向小组 (刘靖，叶俊仙，王文翌 )

“转折年”沙里淘金

感谢各位给我们投票的投资人，感谢团队伙伴的辛勤劳动，感谢桂浩明老师的指导。 2017年的新三板是个转折年，受A股 IPO开闸、新三板加强监管影响，新三板市场受到较大冲击。 但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经济转型，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不会变 ，沙里淘金，不断会涌现很多从小到大的伟大公司 ，我们愿意从他们三岁看起，和投资机构一起陪伴他们成长。

4、海通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 (钮宇鸣 ，孔维娜 )

用前瞻性眼光挖掘价值

新三板是一个非常新的市场，感谢金牛奖为这此专门设立奖项。 对研究机构来说 ，新三板企业尽管基数较大，但其中仍蕴含不少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司。 新三板研究给专业研究员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大家能在这些企业规模还很小的时候，用自己的专业眼光和经验，挖掘他们的潜在价值，帮助他们对接资本，陪伴他们一起长大。

5、方正证券 -新三板方向小组 (于建科 )

秉持三大思路开展工作

2017年我们秉持买方思维、PE视角、投行实务三大思路开展工作 ，践行“扩大覆盖广度、加深个股深度 ”工作规划。 团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调研、拜访的挂牌公司数量达263家；耗时4个月推出跨境电商深度报告；发布3篇200+页电子烟行业深度报告；首推边缘计算、工控安全等新兴领域研究专题。 同时 ，在北上广深进行近200场路演。 我们始终以勤勉的态度做最有价值的研究，以感激的心回馈各位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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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业绩为主线精选个股

2017

年中小盘在风险偏

好受限的前提下， 我们围绕

业绩主线选股， 寻找竞争力

能持续提升的龙头公司。 同

时， 团队也开创了新的研究

思路， 并独具一格地开创了

新股和次新股研究， 在次新

股领域挖掘未来龙头公司；

在增发并购受限的情况下，

寻找一二级联动的新投资机

会。展望后市，我们仍将以业

绩为主线精选个股， 依循新

产业、 次新股两维度去挖掘

未来龙头公司。

用严谨态度做好研究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创

新研究， 坚持价值发掘，坚

持为绝对收益客户做有价

值的研究， 任市场起伏跌

宕， 我们团队秉持对公司、

对行业的标准， 去伪存真、

千锤百炼，依然挖掘出一批

有价值的标的。 前路漫漫，

今后的日子，我们依然秉持

客观严谨的态度，踏踏实实

做好研究，争取把更多有价

值的报告呈献给支持我们

的专业投资人。

面对诱惑要坚守初心

2017

年，对于中小盘分

析师而言是比较困难的一

年：回首看去，价值蓝筹完

胜，成长归于平淡并承压颇

多。 今年市场风格的转变让

很多朋友一时难以适应。 不

过， 投资是个长期的事情，

一时的输赢可以承受。 难的

是能够面对诱惑， 坚守初

心。 今后，我们将继续为大

家提供更好的研究成果，以

期回报大家的厚爱。

坚持产业研究为先

东北中小盘研究团队

本着产业研究为先的理念，

从产业链视角洞悉行业变

化和趋势，深度把握每个细

分领域的投资节奏和时点。

对于每个推荐标的，我们基

本做到全方位的调研和验

证，从产业链上下游和同行

竞争对手层面去多维度验

证把握，力求做靠谱的研究

和推荐，我们深信卖方研究

是项长跑，只有为客户提供

持续的价值和靠谱的研究

才能获得市场持续的认可。

获奖激励团队前行

很荣幸我们团队能够

获得金牛最佳分析师奖，我

们感到非常的激动，感谢各

位领导对我们的厚爱与信

任，感谢团队小伙伴，因为

大家的任劳任怨和精诚团

结，才会让团队整体的投研

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今天

获得此份殊荣，不仅是对团

队近一年来努力和付出的

最大肯定，同样也是一种激

励，激励我们在以后的工作

中更好地服务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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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低估标的

随着市场分化日益严

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挖掘

被埋没的优质公司，为此我

们提出了“漉沙淘金”的精

品策略，从盈利和估值两大

视角，挖掘被低估的优质公

司投资价值。 新三板作为一

个年轻的市场，我们认为应

该给予它更多耐心和信心。

任市场风云变幻，我们坚持

以独立客观的态度，怀揣对

市场的敬畏之心，全力为投

资人创造更丰厚的回报！

行业蕴藏大量机会

新三板发展是市场的

必然， 因我国经济处于高

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的关键阶段。 在此阶段，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

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显

得至关重要。 而新三板作

为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重

要平台以及多层次资本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长

期受益， 同时也将蕴藏大

量的投资机会。

“转折年” 沙里淘金

感谢各位给我们投票

的投资人，感谢团队伙伴的

辛勤劳动，感谢桂浩明老师

的指导。

2017

年的新三板是

个转折年， 受

A

股

IPO

开闸、

新三板加强监管影响，新三

板市场受到较大冲击。 但我

们始终相信， 中国经济转

型，创新创业的大背景不会

变，沙里淘金，不断会涌现

很多从小到大的伟大公司，

我们愿意从他们三岁看起，

和投资机构一起陪伴他们

成长。

行业蕴含潜能标的

新三板是一个非常新

的市场，感谢金牛奖为这此

专门设立奖项。对研究机构

来说，新三板企业尽管基数

较大，但其中仍蕴含不少具

有很大潜能的公司。新三板

研究给专业研究员提供了

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在这些

企业规模还很小的时候，用

自己的专业眼光和经验，挖

掘他们的潜在价值，帮助他

们对接资本，陪伴他们一起

长大。

秉持三思路开展工作

2017

年我们秉持买方

思维、

PE

视角、 投行实务三

大思路开展工作，践行“扩

大覆盖广度、 加深个股深

度”工作规划。 团队足迹遍

布大江南北； 耗时

4

个月推

出跨境电商深度报告；发布

多篇电子烟行业深度报告；

首推边缘计算、工控安全等

新兴领域研究专题。 我们始

终以勤勉的态度做最有价

值的研究，以感激的心回馈

各位的支持。

3、海通证券 -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吴杰 ，李淼，戴元灿 )

未尽善尽美留改进空间

今年我们一直小心谨慎 ，因为2016年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认可，倍感诚惶诚恐 ，多一分信任，多一份责任 。 今年，我们错过了熟鸭飞走的机会，也有机缘巧合的成功 。 没做到尽善尽美，留下了明年改进的空间。 展望 2018年，我们对供给侧改革和国企改革仍充满期待。 对团队也充满信心，希望能做得更好。

4、申万宏源证券-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孟祥文 )

坚定行业投资价值

近两年，煤炭行业恰逢供给侧改革 、新旧周期切换 ，煤炭期货股票市场风诡云谲，大幅震荡，但无论怎么波动 ，行业投资价值持续不变 ，也因此才会有众多价值投资者收获满满。 2017-2018年煤炭行业将会逐步步入新周期，价格趋于稳定，盈利稳定；同时也将迎来国企改革大年，在行业发展趋于稳定的背景下，行业国企改革和资源整合将会获得重大进展 。

5、安信证券 -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周泰 )

做有“泰”度的卖方研究

过去一年 ，跟随煤价起起伏伏，安信煤炭团队始终保持对行业的紧密跟踪和持续研究。 在市场质疑声中，我们坚定看多供需格局重塑带来的投资机会。 在新的一年 ，我们将继续坚持基本面研究，做有“泰”度的卖方研究，审慎选择标的，并在合理价格推荐，为广大机构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以回馈行业内投资者和各界朋友对团队的信任和支持 。

22有色金属行业研究

1、广发证券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巨国贤 ，赵鑫 )

有色扬帆再创佳绩

2017年，团队以扎实研究为基础，以全球前瞻视野为方向，以有色扬帆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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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工作以“一个中心，两条主线 ，三个方向 ”来推进 ，围绕重资产周期为中心 ，以新能源和供给侧改革为两条主线，主攻“新能产业链锂钴”、“供给侧电解铝”、“稀土打黑”三大方向，准确及时地为投资者挖掘龙头标的。

2、安信证券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齐丁，衡昆，蔡宇杰 )

站在大拐点右侧坚定看多

2016-2017年，有色板块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大拐点”向上重估行情，主要的驱动因素来自供应收缩、需求持稳。 展望2018年，站在大拐点的右侧 ，我们继续坚定看多，主要的驱动因素将来自全球有色需求的扎实回升 ，特别是新能源车大潮的高速增长。 在这个大拐点时代，安信有色团队将继续锐意进取，不懈努力 ，争取获得更好成绩！

3、天风证券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杨诚笑 ，孙亮，田源，王小芃 )

深感荣幸更感不足

2017年我们沿着新能源主线 ，密切关注锂、钴、镍等资源 ，并继续深挖基本金属“新周期”。 此外，不忘挖掘新材料的投资机会 ，提出石墨烯产业化渐近 。

获此殊荣 ，我们深感荣幸 ，更感不足 ，未来我们会继续坚持贴近投资的研究、以为买方创造价值为第一要义 ，既深挖产业也不刻舟求剑，同时积极向其他卖方同行学习，用靠谱的成果回报各位的信任。

4、海通证券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钟奇 ,施毅 )

砥砺前行挖掘价值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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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遍及沟壑荒野丛林大洋，只为挖掘出最有价值的股票 。 无论路演行程多么紧张，无论调研路途多么坎坷，我们团队成员都能互相关怀 、互相鼓励 、互相学习与帮助，感恩能在这样一个团队工作 ，感谢每位成员的辛勤付出！

5、长江证券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 (葛军，王一川，孙景文 )

恪守职责精益求精

过去一年 ，我们坚持回归卖方研究员的“研究员的本质定位”和“产业研究与推荐股票的本职 ”，坚持从扎实基本面研究出发，力争为投资者提供前瞻 、全面、细致的研究服务。 在行业判断和投资机会把握中，力求精益求精，把握准确时点。 我们从今年初对大宗商品坚定看好 、新能源金属的持续推荐 、稀土永磁产业链的紧密跟踪、新材料领域的前瞻展望分析，无时不在恪守研究员最重要的职责。

23采掘行业研究

1、广发证券 -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沈涛 ，安鹏，姚遥 )

深入研究挖掘价值

作为研究煤炭行业8、9年的团队，我们一直希望做的是对行业最深入和紧密的研究。 过去几年行业虽然低迷 ，但我们从未放弃积累和沉淀。 2016年以来，虽然煤炭行业给了我们更多摇旗呐喊的机会，但在我们内心，通过研究转化为对投资有价值的成果是我们更希望做到的 。 衷心感谢中国证券报社的悉心组织，同时也感谢各位领导的厚爱 ，明年我们会继续努力 ！

2、招商证券 -采掘行业研究小组 (卢平 ，刘晓飞 ，王强，石亮，王亮 )

十年磨一剑坚守研究

作为业内资深的煤炭研究团队，15年来我们见证了行业的周期轮回 ，无论行业盛衰始终坚守在煤炭行业，十年磨一剑，为投资者发掘投资机会，规避投资风险 。 供给侧改革以来，我们以 40余篇行业深度策略报告紧密跟踪供改动态。 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踏实靠谱的研究风格，坚持详实精确的数据来源 ，坚持严谨客观的推理 ，努力成为煤炭行业研究的标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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