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材料方向研究

广发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巨国贤）

基础研究 前瞻判断

感谢中证报组织这个评选，感谢金牛基金经理的厚爱，感谢各位奋战在新材料产业的研究员们的支持，感谢各个新材料上市

公司、非上市公司的帮助，感谢各位材料专家的不吝赐教，感谢社会各界朋友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作为一个学材料出身的人，我们组建的新材料团队一直强调“基础研究、前瞻判断” 这样的理念，为投资者发掘新的投资机

会。尽管新材料产业纷繁复杂，但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执着的追求、不断地学习，一定能够为投资者发掘更具成长性、

更有市场空间的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徐若旭，刘平）

立足中国制造业转型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绝对方向判断，我们先后挖掘了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温合金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材料的相关

个股，涉及产业创新、进口替代、政府驱动等多个模式，先后推荐赣锋锂业、天赐材料、钢研高纳、明泰铝业、东睦股份等一系列拥

有核心竞争力，业绩潜在爆发力很强的上市公司。回过头来看，颇为欣慰，诸如高温合金国产化、新能源汽车需求爆发亦或是粉末

冶金汽车零部件进口替代化等一系列判断从目前来看与行业发展趋势仍然相合！

国泰君安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刘华峰）

挖掘左侧投资机会

有幸获得金牛奖，感谢过去一年投资者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过去一年我们对有色金属和新材料板块推荐的核心主题是“转

型再平衡” ，这一观点在未来一年也将得到延续。 当前时点，我们认为有色金属和新材料板块投资将有两条主线可循：基于产能

去化的金属价格悲观预期改善，以及基于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业绩拐点和转型动力，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继续为大家挖掘有色

金属和新材料板块的左侧投资机会。

东方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虞小波）

坚持客观为前提

感恩时代变革和科技创新为证券分析师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我们将秉承前瞻、深度、客观的东方证券研究所传统，砥砺

前行。 古希腊哲学家西塞罗曾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 ” 该哲理同样适用于我们证券研究行

业，虽然目前行业研究普遍同质化、表面化，我们仍应该坚持客观为前提，前瞻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为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对驱动行

业发展的核心变量进行深度研究。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把握草甘膦等传统行业困境反转机会以及在新材料国产化替代的深度研

究，将努力推出相关领域的深度研究。

银河证券-新材料方向研究小组（刘文平，华立）

美加息预期最浓时恰是买点

大宗今年以来的大幅上涨是资金脱虚入实的表现，只要货币不收紧，商品（尤其是大宗）将成为全球央行不得不收紧的法

旨。这次大宗商品牛市的原因，我们认为是全球货币持续宽松的因果（或者后果更恰当），遇到大宗商品新周期启动。大宗价格上

涨更有可能是美元加息的“原因” ，美元加息更有可能是大宗的“果” 。 每一次美元加息预期最浓的时候，都是大宗的买点。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

国泰君安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丁丹，胡博新，杨松，赵旭照）

绘制全新医药板块投资图谱

2016年度策略中率先提出行业生态环境在人口趋势、终端结构、监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并创造性的沿产业进化路径绘制

了全新医药板块投资图谱，建议重点增持那些处于“应用主导的初始阶段和市场主导的增长阶段” 的优质个股。

个股板块方面，2015年12月领先市场抓住维生素行情；6月率先发动品牌消费股行情； 一季度后， 精准抓住7月血制品第二

波；8月从监管政策和产业调研角度重点推荐“两票制” 全国推行带来的医药商业板块性机会。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开展

深度产业研究，深受市场好评。

海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余文心，郑琴，孙建，刘宇）

挖掘代表产业趋势龙头

2016年医药股跌宕起伏，经历了年初的熔断，3-5月份的下跌，再到6月份的强势崛起。我们不仅在医药股最底部的时候市

场第一个强推医药，并且一直坚持我们的风格———推龙头。我们坚信无论牛熊，挖掘顺应产业趋势的龙头将为投资者带来最丰厚

的收益，同时陪伴龙头企业成长的经历也将成为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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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以创新药和制剂出口为代表的企业正在飞速崛起。 抓住产业趋势，投资细分高成长领域，将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

报。

兴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徐佳熹，项军，孙媛媛，赵垒，李鸣）

关注医药行业新常态

感谢中证报、感谢各位大力支持兴业医药团队的投资者。 2016年，我们把握住了市场的几个机会，年初时推荐了血制品板

块，6月份整体发出了医药Q3行情的声音等。作为具有传统的一支卖方研究队伍，我们将继续怀着一颗敬畏市场的心和对于行业

动态的好奇持续努力下去，关注医药行业新常态下的变与不变，用更有深度的研究和更好的服务汇报支持我们的投资人！

方正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崔文亮）

深入独立 客观前瞻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埋头奋战，挖掘了数不胜数的牛股，其中我们今年于全市场最早、自底部、独家发掘并持续强烈推

荐的血制品板块以及上市公司博雅生物、华兰生物、中国医药、天坛生物等牛股，深得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高度认可！我们还独家发

掘了新生儿出生数量超预期的投资机会，并将其作为明年主推的板块，其中受益最为明显的标的山大华特近期也持续创新高。我

们本着“深入、独立、客观、前瞻” 的研究理念，给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5、光大证券-医药生物行业研究小组（张明芳，刘阳）

医药板块两极分化

正如今年3月开篇报告和6月《中期投资策略》中的研判；医药龙头公司优势持续扩大、存量大洗牌、龙头受益，医药板块三季

报继续表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通俗来讲，就是“两头越来越大（即高增长的公司占比和“低增长&业绩下降” 的公司占比不断

上升）” 、“中间越来越小（业绩10%-20%稳健增长的公司占比不断下降）” 。 CRO子行业3季度开始触底反转、完全符合预期，

虽然财务报表的确认稍有滞后，预测第4季度将反映得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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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前瞻判断

作为一个学材料出身

的人，我们组建的新材料团

队一直强调 “基础研究、前

瞻判断” 这样的理念，为投

资者发掘新的投资机会。 尽

管新材料产业纷繁复杂，但

我们相信，通过我们不懈的

努力、执着的追求、不断地

学习，一定能够为投资者发

掘更具成长性、更有市场空

间的公司。

立足中国制造业转型

基于对中国制造业转

型的绝对方向判断， 我们

先后挖掘了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高温合金新材料、高

端装备制造材料的相关个

股，涉及产业创新、进口替

代、政府驱动等多个模式，

先后推荐赣锋锂业、 天赐

材料、 钢研高纳、 明泰铝

业、 东睦股份等一系列拥

有核心竞争力， 业绩潜在

爆发力很强的上市公司。

挖掘左侧投资机会

过去一年我们对有色

金属和新材料板块推荐的

核心主题是 “转型再平

衡” ， 这一观点在未来一年

也将得到延续。 当前时点，

我们认为有色金属和新材

料板块投资将有两条主线

可循：基于产能去化的金属

价格悲观预期改善，以及基

于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业

绩拐点和转型动力，我们也

将一如既往的继续为大家

挖掘有色金属和新材料板

块的左侧投资机会。

坚持客观为前提

虽然目前行业研究普

遍同质化、表面化，我们仍

应该坚持客观为前提，前瞻

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为客户

提供专业服务，对驱动行业

发展的核心变量进行深度

研究。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

把握草甘膦等传统行业困

境反转机会以及在新材料

国产化替代的深度研究，将

努力推出相关领域的深度

研究。

美加息预期最浓时

恰是买点

大宗商品今年以来的

大幅上涨是资金脱虚入实

的表现， 只要货币不收紧，

大宗商品将成为全球央行

不得不收紧的法旨。 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更有可能是美

元加息的“原因” ，美元加

息更有可能是大宗商品的

“果” 。 每一次美元加息预

期最浓的时候，都是大宗商

品的买点。

医药生物行业研究

绘制全新医药板块

投资图谱

2016年度我们策略中

率先提出行业生态环境在

人口趋势、终端结构、监管

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并创造

性的沿产业进化路径绘制

了全新医药板块投资图谱，

建议重点增持那些处于

“应用主导的初始阶段和

市场主导的增长阶段” 的

优质个股。

挖掘代表产业

趋势龙头

2016年医药股跌宕起

伏，经历了年初的熔断，3-5

月份的下跌，再到6月份的强

势崛起。 我们不仅在医药股

最底部的时候市场第一个强

推医药， 并且一直坚持我们

的风格———推龙头。 我们坚

信无论牛熊， 挖掘顺应产业

趋势的龙头将为投资者带来

最丰厚的收益， 同时陪伴龙

头企业成长的经历也将成为

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关注医药行业新常态

2016年，我们把握住了

市场的几个机会，年初时推

荐了血制品板块，6月份整

体发出了医药Q3行情的声

音等。 作为具有传统的一支

卖方研究队伍，我们将继续

怀着一颗敬畏市场的心和

对于行业动态的好奇持续

努力下去，关注医药行业新

常态下的变与不变，用更有

深度的研究和更好的服务

汇报支持我们的投资人！

深入独立 客观前瞻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

埋头奋战， 挖掘了数不胜数

的牛股， 其中我们今年于全

市场最早、自底部、独家发掘

并持续强烈推荐的血制品板

块以及上市公司博雅生物、

华兰生物、中国医药、天坛生

物等牛股， 深得二级市场投

资者的高度认可！ 我们还独

家发掘了新生儿出生数量超

预期的投资机会， 并将其作

为明年主推的板块， 其中受

益最为明显的标的山大华特

近期也持续创新高。

医药板块两极分化

医药板块三季报继续

表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通

俗来讲，就是“两头越来越

大（即高增长的公司占比和

“低增长&业绩下降” 的公

司占比不断上升）” 、“中间

越来越小（业绩10%-20%稳

健增长的公司占比不断下

降）” 。 CRO子行业3季度

开始触底反转、完全符合预

期，虽然财务报表的确认稍

有滞后， 预测第4季度将反

映得非常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