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建材行业研究

国泰君安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鲍雁辛，韩其成，黄涛）

关键是打好手中的牌

作为传统周期性行业研究队伍中一员，我们团队数年一贯勤奋努力，如履薄冰，从不懈怠，于平凡不性感的行

业中，年年均有不平凡的推荐成果。 我们的理解是，正如玩德州扑克，胜负手与发到手里的底牌强弱关系不大，重

要的是打好手中的牌，打出超预期表现，背后体现的是对行业透彻的理解。 展望未来，我们将坚持我们的方向，用

最勤奋和最有质量的研究，回馈您的支持！ 未来我们仍将一如既往，以牛股为报！

广发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唐笑，邹戈，谢璐，岳恒宇）

专注和热爱从未变

八年卖方生涯，我们专注和热爱的态度从未改变，一直坚持做行业最扎实、最深入、最客观的研究，力求给投

资者传递准确、及时、可以创造价值的观点。 很高兴我们的研究和服务得到了不少投资者认可，承蒙大家的支持，

我们入行以来也获得了一些荣誉。 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把客户当朋友、做人也是做事” 的原则，始终保持极度的

热情和激情，始终做扎实客观的研究，始终深入总结反思，始终提供及时而真诚服务，为各位投资者创造更大的价

值！

海通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邱友锋，钱佳佳，冯晨阳，金川）

回避地产链相关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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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精准提示了一季度水泥

股阶段性行情；消费品建材方面，侧重于自下而上的逻辑，从品牌实力、渠道资产以及管理能力几个维度精选并力

推了伟星新材、东方雨虹等个股；新材料方面，基于渗透率提升的逻辑看好玻璃纤维子行业，精选了长海股份和再

升科技，亦是今年建材板块表现靓眼的个股。 在地产小周期结束后，建议回避地产链相关个股，看好基建链相关的

子板块，继续看好新材料板块的玻璃纤维制品子行业。

安信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夏天，杨涛，宋易潞，孙明新）

持续提供最优投研服务

我们团队始终坚持基本面深度研究，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方向，持续为投资者提供最优卖方服务。 我们是市场

上对PPP研究最深入、 跟踪最紧密的建筑研究团队。 我们在6月底独家外发的市政园林行业报告推荐市政园林板

块、7月12日率先外发葛洲坝深度报告、8月初第一时间提示低估值建筑央企板块性机会、 引领市场推荐的杭萧钢

构、北方国际、丽鹏股份等均取得了优异市场表现。 我们的每市组合《安信建筑》今年以来累计收益、超额收益均

排名建筑行业第一。 我们不擅包装和软文，我们将用持续的最优建筑投研服务回馈大家。

长江证券-建筑建材行业研究小组（范超，李金宝）

两条主线选择投资标的

我们一直坚持客观的研究风格，今年准确把握了水泥和玻璃两次博弈机会，同时在地产回暖的背景下，最早

挖掘并坚定推荐了消费建材的投资机会。

站在当前时点，我们对于传统建材转向谨慎，缘于地产调控之下，基本面边际改善的可能在降低，值得关注的

是政策对供给端调控的变化。 建议从两条主线选择投资标的，一是与地产无关的，可以寻找新材料或者转型类个

股；二是能够有效抵御地产下行大背景的，消费建材仍然是较好选择，特别是市场份额较低同时品牌认可度高且

竞品较弱的标的。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国泰君安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吕娟，黄琨，张润毅）

坚持独立研究判断

首先感谢中国证券报组织的分析师金牛奖评比活动，同时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国泰君安证券机械团队的认可。

机械行业同质性极低，充满变化和挑战，极大地考验分析师对于新老领域的研究能力和热点捕捉能力。 回顾过去

的一年，我们团队坚持独立的研究判断，努力做好前瞻性研究，并成功推荐了3C自动化、城轨设备和锂电设备等板

块的投资机会。 未来的研究道路还很长，我们团队将会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精准覆盖、深入研究、屡捐牛股。

广发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罗立波，胡正洋，真怡，刘芷君，赵炳楠）

未来关注三个方向

专业前瞻是我们不变的追求，今年我们挖掘了以“五朵金花”（浙江鼎力、康尼机电、龙马环卫、中金环境、

华测检测）为代表的行业内优质成长股。 同时，多次在底部提示军工股机会。

未来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将不断涌现带有新时代特色的投资机会，建议关注3C自动化、物

流自动化等新兴子行业。 同时轨交制造、油气装备、工程机械等行业在中期预期改善的情况下可关注其中成长性

良好的个股。 在集团资产整合、军民融合和现代化军备发展的大背景下，军工股将有良好投资机会。

中信建投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冯福章，郭泰，郭洁）

时点把握恰到好处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做可靠、可信的深度研究。去年10月底，我们独家提示卖出军工股，“军改” 无行情；今

年1月提出板块有阶段性机会，“两会” 前后建议谨慎；2月之后提示军工股投资机会不大，并独家提出南海局势两

周内将风平浪静，没有战争风险；7月提示板块高估值风险，在反弹高点建议卖出。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的努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奉行勤勉、扎实、专业、理性、客观的研究态度。 我们会珍惜市场每

一份肯定，也做好准备迎接市场每一次挑战。

东吴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陈显帆，周尔双）

用业绩和数据说话

过去一年，东吴证券机械团队是市场上推荐牛股最多的卖方之一，推荐成功率接近100%。 过去一年我们共发

布7份行业深度报告，报告发布后3个月内，核电行业推荐组合涨幅达100%，国企改革、军民融合、兵器集团行业推

荐组合涨幅达50%，通用航空行业推荐组合涨幅达30%。 深度报告推荐的6只个股涨幅均超过50%。

未来，东吴机械团队将继续秉承客观、前瞻、深入的研究理念，用业绩和数据说话，为投资者贡献更多更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

海通证券-高端装备行业研究小组（徐志国）

研究体系日臻成熟

过去一年，我们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独立的高端装备制造，尤其是军工板块研究体系。 我们希望能站在金

融的角度，用产业的规律和思考模式进行尽量贴近产业真实运作的规律的投资研究，并致力于将这个研究理念推

广至国内各大投资机构。我们秉承保守、稳健的投资研究理念，希望真实还原公司基本面变化情况。我们喜欢挖掘

大周期反转拐点确立，价值明显低估，价格还未启动的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

高端装备行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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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打好“牌”

作为传统周期性行业

研究队伍中一员，我们团队

数年来一贯勤奋努力，如履

薄冰，从不懈怠，于平凡不

性感的行业中，年年均有不

平凡的推荐成果。

我们的理解是，正如玩

德州扑克，胜负手与发到手

里的底牌强弱关系不大，重

要的是打好手中的牌，打出

超预期表现，背后体现的是

对行业透彻的理解。

国泰君安证券-建筑

建材行业研究小组

（鲍雁辛， 韩其成，

黄涛）

专注和热爱从未变

八年卖方生涯， 我们

专注和热爱的态度从未

改变，一直坚持做行业最

扎实、最深入、最客观的

研究。

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

“把客户当朋友、做人也是

做事” 的原则，始终保持极

度的热情和激情， 始终做

扎实客观的研究， 始终深

入总结反思， 始终提供及

时而真诚服务， 为各位投

资者创造更大的价值！

广发证券-建筑建

材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唐笑，邹戈，谢璐，

岳恒宇）

回避地产链相关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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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精准提示了一季

度水泥股阶段性行情；消费

品建材方面，侧重于自下而

上的逻辑，精选并力推了伟

星新材、 东方雨虹等个股；

新材料方面，精选了长海股

份和再升科技，亦是今年建

材板块表现靓眼的个股。

在地产小周期结束后，

建议回避地产链相关个股。

海通证券-建筑建

材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邱友锋， 钱佳佳，

冯晨阳，金川）

提供最优投研服务

我们团队始终坚持基

本面深度研究， 准确把握

行业发展方向， 持续为投

资者提供最优卖方服务。

我们是市场上对PPP研究

最深入、 跟踪最紧密的建

筑研究团队。 我们的每市

组合《安信建筑》今年以

来累计收益、 超额收益均

排名建筑行业第一。 我们

不擅包装和软文， 我们将

用持续的最优建筑投研服

务回馈大家。

安信证券-建筑建

材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夏天，杨涛，

宋易潞，孙明新）

两主线选标的

我们对于传统建材转

向谨慎， 缘于地产调控之

下，基本面边际改善的可能

性在降低，值得关注的是政

策对供给端调控的变化。建

议从两条主线选择投资标

的， 一是与地产无关的，可

以寻找新材料或者转型类

个股；二是能够有效抵御地

产下行大背景的，消费建材

仍然是较好选择，特别是市

场份额较低同时品牌认可

度高且竞品较弱的标的。

长江证券-建筑建

材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范超，李金宝）

坚持独立研究判断

机械行业同质性极低，

充满变化和挑战，极大地考

验分析师对于新老领域的

研究能力和热点捕捉能力。

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团队

坚持独立的研究判断，努力

做好前瞻性研究，并成功推

荐了3C自动化、城轨设备和

锂电设备等板块的投资机

会。 未来的研究道路还很

长，我们团队将会以此次获

奖为契机， 继续精准覆盖、

深入研究、屡捐牛股。

国泰君安证券-高

端装备行业研究小

组（吕娟，黄琨，

张润毅）

未来关注三个方向

未来以智能制造为核

心的产业转型升级中将不

断涌现带有新时代特色的

投资机会， 建议关注3C自

动化、 物流自动化等新兴

子行业。 同时轨交制造、油

气装备、 工程机械等行业

在中期预期改善的情况下

可关注其中成长性良好的

个股。 在集团资产整合、军

民融合和现代化军备发展

的大背景下， 军工股将有

良好投资机会。

广发证券-高端装备

行业研究小组 （罗

立波，胡正洋，真怡，

刘芷君，赵炳楠）

时点把握恰到好处

去年

10

月底，我们独家

提示卖出军工股，“军改”无

行情； 今年

1

月提出板块有

阶段性机会，“两会”前后建

议谨慎；

2

月之后提示军工

股投资机会不大，并独家提

出南海局势两周内将风平

浪静，没有战争风险；

7

月提

示板块高估值风险，在反弹

高点建议卖出。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的

努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奉行

勤勉、扎实、专业、理性、客

观的研究态度。

中信建投证券-高

端装备行业研究小

组（冯福章，郭泰，

郭洁）

用业绩和数据说话

过去一年， 东吴证券机

械团队是市场上推荐牛股最

多的卖方之一， 推荐成功率

接近100%。

过去一年我们共发布7

份行业深度报告， 报告发布

后3个月内，核电行业推荐组

合涨幅达100%，国企改革、军

民融合、 兵器集团行业推荐

组合涨幅达50%，通用航空行

业推荐组合涨幅达30%。深度

报告推荐的6只个股涨幅均

超过50%。

东吴证券-高端装

备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陈显帆，周尔双）

研究体系日臻成熟

过去一年， 我们建立

起了一套比较完整、 独立

的高端装备制造， 尤其是

军工板块研究体系。 我们

希望能站在金融的角度，

用产业的规律和思考模式

进行尽量贴近产业真实运

作的规律的投资研究，并

致力于将这个研究理念推

广至国内各大投资机构。

我们喜欢挖掘大周期反转

拐点确立，价值明显低估，

价格还未启动的具有长期

投资价值的公司。

海通证券-高端装

备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徐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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