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海通证券 丁频

畜养殖是重点配置方向

很荣幸获得众多金牛基金的支持，获得这个奖项。 2018年A股市场仍处于低迷难熬的下行周期，而无论行业如何变迁，我们团队始终坚持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紧密的产业链跟踪。 展望2019年，农业板块受关注度将持续提升，从配置角度而言，畜养殖是重要的方向。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做好产

业研究，紧密跟踪优秀上市公司，继续提升自己的研究和服务水平，希望继续得到您的肯定与支持。

52太平洋证券 周莎

周期中挖掘机会

农林牧渔行业周期性较强，受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业绩波动剧烈，要在农业股上赚钱并不容易。 我的研究更多基于产业的大趋势，进行一些前瞻性判断，希望在周期中挖掘出成长性的机会。 2015、2016年坚定看好生猪养殖，强烈推荐了牧原股份。 过去半年，看好并推荐了白羽肉鸡板块。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

推荐，更多是从产业研究的角度去发现市场的预期差。 我将更加勤勉尽责挖掘出更多的牛股！

53天风证券 吴立

继续深耕农业板块

今年我带领团队对畜禽养殖、动物保健、宠物产业等有深入研究。 今年最早推荐禽链，持续发布7篇行业专题和3篇公司深度，板块涨幅超50%；同时 ，深度研究猪链，提示布局猪价底部；此外，紧握宠物风口，获市场认可。 感谢团队成员的付出和努力。 有成绩当然也有不足，感恩各位同仁的批评指导 ，未来我定将

继续深耕农业板块，整合产业资源 ，深度服务产业，做深度优质的研究，做好精准细致的服务。

55国泰君安证券 訾猛

消费升级趋势明确

年初我们提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意识提升，化妆品消费迎来需求驱动的增长时代 。 同时我们深度剖析中国近30年消费变迁，提出中国从温饱消费走向品牌消费、品质消费的逐步升级，从需求端看消费者对品牌、品质、设计等因素的关注度持续提升，从供给端看消费变迁带来业态效率提升与供应

链优化重塑。 长期来看，居民追求消费品质的升级趋势明确，国产品牌将走上顺势崛起之路 。

56中泰证券 彭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始终坚持深入行业一线，挖掘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企业，回归投资本源。 当前的市场环境对研究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一直坚持研究员要有拨云见日的清醒和定力，才能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之下取得更加稳定、持久的收益。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们将勤勉尽责地为每一位客户和关心、关注我们的同伴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内容以及更优质的服务，用持续的收益回报长久的信任 。

57天风证券 刘章明

深入挖掘细分领域机会

2018年消费行业经历一季度高速增长的激情澎湃，又在二、三季度逐渐回落。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命题引人思考，更牵动投资 。 新零售不再是纸上谈兵，更是巨头们联合供应链与终端门店的真枪实战。 我们深入产业挖掘细分赛道 ，一季度提示化妆品板块投资机

会，二季度又提示消费增速下行风险，我们的电商系列报告、国际比较报告等等皆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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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上赚钱并不容易。我的

研究更多基于产业的大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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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并推荐了白羽肉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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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足，感恩各位同仁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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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

吴立

绝不人云亦云

本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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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加入海

通证券研究所， 对行业研

究细致客观，善于抓拐点，

市场认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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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运研究团队将秉承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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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

虞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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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升级趋势明确，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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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始终坚持深入行业

一线，挖掘真正有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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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市场环境对研究员来

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一

直坚持研究员要有拨云见

日的清醒和定力，才能在市

场的大浪淘沙之下取得更

加稳定、持久的收益。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们将勤勉尽责地为每一

位客户和关心、关注我们的

同伴提供更专业、 更全面、

更深入的研究内容以及更

优质的服务，用持续的收益

回报长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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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毅

深入挖掘细分机会

2018

年消费行业经历

一季度高速增长的激情澎

湃，又在二、三季度逐渐回

落。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

的命题引人思考， 更牵动

投资。 新零售不再是纸上

谈兵， 更是巨头们联合供

应链与终端门店的真枪实

战。 我们深入产业挖掘细

分赛道， 一季度提示化妆

品板块投资机会， 二季度

又提示消费增速下行风

险，我们的电商系列报告、

国际比较报告等等皆受到

市场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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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迎来黄金期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宏观

环境使得

2018

年指数的走势

和成交量都极为低迷， 推荐

一只牛股， 无论对于机构投

资者还是卖方分析师都极其

不易； 但我们已看到， 以航

空、 机场以及快递等消费主

导的子板块依旧会迎来美好

的未来和新的机遇， 板块有

望酝酿出一些从交运物流穿

透线上线下平台、 社区的新

商业模式的龙头标的， 同时

铁路资源的开放将使得更具

效率的多式联运标的迎来发

展的黄金期， 这也将会对我

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挑战。

天风证券

姜明

寻找真成长

非常高兴今年能够获得

金牛奖最佳分析师的殊荣，

感谢机构投资者和各界媒体

朋友。

2016

年以来，随着国家

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许

多传统化工产品盈利创了历

史新高， 化工股票参与度也

显著提升。 我们一直脚踏实

地做好跟踪研究，“回归基本

面、寻找真成长”是我们的理

念， 我们始终坚信研究创造

价值，坚持客观、独立、深入、

前瞻的研究。 无论市场涨跌

还是行业波动， 我们一如既

往地勤奋努力， 为客户创造

价值，为投资决策做出贡献。

海通证券

刘威

看好行业超级龙头

过去几年在供给侧改革

和规模效应的背景下， 化工

周期板块出现了一批子行业

的龙头企业， 头部化的趋势

已经显现。展望未来，我们看

好其中具备业务多元化以及

研发创新能力的超级龙头企

业成为未来中国化工领域的

脊梁。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内

半导体、新型显示、新能源汽

车等新兴行业的崛起， 上游

材料领域也涌现出一批成长

前景良好的企业。 我们将紧

密跟踪公司变化， 保持行业

敏感性， 及时将我们的研究

成果和观点向投资者汇报。

国盛证券

王席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