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色金属行业研究

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施毅，刘博，田源，钟奇）

我们绝不会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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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还要感谢海通研究所的各位领导和同事，感谢你们为我

们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优质的行业研究环境。 当然， 还要感谢我们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展望

2017，我们将更加勤奋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为适应客户的需求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行百里者半九十，

我们绝不会松懈，必将为给客户创造更优异、更稳定的回报而奋发、努力。

广发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赵鑫，徐云飞）

心怀感激 继往开来

感谢中国证券组织此次评选，感谢金牛基金经理们的厚爱，感谢各位奋战在有色金属产业的研究

员们的支持，感谢各个有色金属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帮助，感谢各位有色金属专家的不吝赐教，感

谢社会各界朋友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未来我们团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研究、为投资者提供专业的服务，把握行业机会，发掘龙头个股，

为投资者业绩提升提供坚实的基础。

长江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葛军，王一川，熊文静，孙景文）

力争及时准确提示机会

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卖方研究员的“研究员的本质定位” 和“产业研究与推荐股票的本职” 。

今年我们坚持一如既往的深入的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研究， 力求为资本市场客观真实的反映行业

基本面趋势。 继续多方面结合市场、行业以及公司基本面变化，为市场提示投资机会，力求精益求精，

时点准确。 力争寻找基本面与股票走势俱佳的时点向投资者提示机会， 并且坚持多年以来形成的风

格，严格筛选投资标的，力求短中期逻辑全部具备，力求推荐标的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安信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齐丁，衡昆）

明年行情仍将精彩纷呈

感谢金牛奖对安信有色团队的肯定。

2016年初以来，我们先后推荐黄金、稀土、新能源、工业金属以及新材料板块，在前瞻性、精准度、

坚定性、研究深度方面全面领先行业，推荐标的涨幅巨大。

站在当前时点，我们认为2017年有色的行情依然会精彩纷呈，在盯紧周期品种的同时，我们将侧

重于对新材料、新能源行业中成长性细分品种的挖掘，希望能够为广大投资人创造更大的投资价值，

回报各位的信任。

方正证券-有色金属行业研究小组（杨诚笑，孙亮）

全面梳理 多思慎推

纵观周期历史，笑看国内海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对子行业进行全面梳理，对二战结束后至今

七十年的长周期价格变化深入研究，重点并领先推荐了充满机会的锂、锌、高温合金、黄金、白银、钨、

钼等行业，同时，去芜存菁，广览多思而慎推，天齐锂业、赣锋锂业、西藏珠峰、万泽股份等重点个股推

荐以来涨幅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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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积极的向其他卖方同行学习；我们会加倍努力，脚踏实地的用靠谱的成果回报各位的信任。

化工行业研究

海通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邓勇，刘威，李明刚，刘强）

坚持三条投资主线

2016年包括石油化工在内的周期行业投资机会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直坚持，石油化工行业

的三条投资主线：油价、周期、改革。油价：短期震荡，趋势向上。关注油价上涨情况下的五类投资机会，油气

开采、业绩弹性、油服、煤化工、综合油气。 周期：石化行业景气高点将在2016-2018年出现，关注原油加工

及丙烷脱氢项目业绩弹性大的公司。 改革：专业化重组、平台化整合。 在中石油对下属资产整合的带动下，

建议关注“三桶油” 旗下尚未完成重组整合的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

广发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王剑雨，郭敏，周航）

过去一年里，广发化工团队的工作可以精炼为八个字：原创、扎实、精准、实战。 震荡市中，我们原创型

的股票推荐风格愈发显现； 重点推荐的标的均取得较好的绝对与相对涨幅。 恳请机构投资者持续关注我

们，我们团队的风格已经形成，未来我们会继续推出更多具有爆发力的原创型品种，来回馈您的信任和支

持。

华创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曹令）

华创化工团队始终坚信“研究创造价值” ，致力于“勤奋、独立、前瞻” 的卖方研究，无论牛熊，我们立

足于产业趋势和公司基本面，力求研究的深度和前瞻性。 过去的一年是化工行业的大年，我们把握住了油

价上涨和G20会议的主题机会，粘胶、涤纶等周期品涨价和半导体、OLED材料等电子化学品的投资机会。

作为一个年轻的团队，新的一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勤勉工作，与投资者共享价值与成长！

安信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王席鑫，孙琦祥，肖晴，罗雅婷）

站在机构角度选标的

回首过去一年，我们始终坚持独立、扎实、前瞻和勤奋的研究风格，始终站在机构的角度去选择标的，

重点推荐的均为原创标的且覆盖全面，周期品我们重点寻找持续性强的品种如染料、粘胶短纤、维生素，成

长股精选真正靠谱、可以长大、机构可以重仓安心持有的标的，如康得新、胜利精密、鼎龙股份、国瓷材料、

新纶科技等。在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保持审慎地选好企业、合理价格推荐的风格，把握值得机构重仓持有，

并能获取长期超额回报的成长标的。

银河证券-化工行业研究小组（裘孝锋，赵乃迪）

成功把握原油价格底部

银河石油化工团队一如既往地秉承前瞻、深度、价值的研究理念，坚持为客户创造绝对收益作为工作

出发点。 经过十年如一日的行业积累，我们团队对石化和化工行业的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卓越的前瞻性

和大胆的开创性。

2016年我们成功的把握了原油价格的底部，在2月初推荐了恒逸石化、桐昆股份和惠博普；3月份推荐

了上海石化和华锦股份。 4月份以后，逐步转向新兴行业和成长股。进入三季度，重点推荐了民营LNG接收

站的先行者中天能源，以及受益于TDI价格大幅上涨的沧州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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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会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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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要

感谢海通研究所的各位领

导和同事。 当然，还要感谢

团队的每一位成员。 我们将

更加勤奋努力，提高研究水

平，为适应客户的需求提供

更专业的服务。 行百里者半

九十， 我们绝不会松懈，必

将为给客户创造更优异、更

稳定的回报而奋发、努力。

海通证券-有色金

属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施毅，刘博，田源，

钟奇）

心怀感激 继往开来

感谢中国证券报组织

此次评选， 感谢金牛基金

经理们的厚爱， 感谢各位

奋战在有色金属产业的研

究员们的支持， 感谢各个

有色金属上市公司、 非上

市公司的帮助， 感谢各位

有色金属专家的不吝赐

教， 感谢社会各界朋友们

一路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未来我们团队将一如

既往地做好研究、 为投资

者提供专业的服务， 把握

行业机会，发掘龙头个股。

广发证券-有色金

属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赵鑫，徐云飞）

力争及时准确

今年我们坚持深入的行

业上下游产业链研究， 力求

为资本市场客观真实的反映

行业基本面趋势。 继续多方

面结合市场、 行业以及公司

基本面变化， 为市场提示投

资机会，力求精益求精，时点

准确。 力争寻找基本面与股

票走势俱佳的时点向投资者

提示机会， 并且坚持多年以

来形成的风格， 严格筛选投

资标的， 力求短中期逻辑全

部具备， 力求推荐标的能够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长江证券-有色金

属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葛军，王一川，

熊文静，孙景文）

明年行情仍精彩

2016年初以来， 我们

先后推荐黄金、稀土、新能

源、 工业金属以及新材料

板块，在前瞻性、精准度、

坚定性、 研究深度方面全

面领先行业。

站在当前时点， 我们

认为2017年有色的行情依

然会精彩纷呈， 在盯紧周

期品种的同时， 将侧重于

对新材料、 新能源行业中

成长性细分品种的挖掘，

希望能够为广大投资人创

造更大的投资价值。

安信证券-有色金

属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齐丁，衡昆）

全面梳理 多思慎推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

重点并领先推荐了充满机

会的锂、 锌、 高温合金、黄

金、白银、钨、钼等行业，同

时，天齐锂业、赣锋锂业、西

藏珠峰、万泽股份等重点个

股推荐以来涨幅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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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向

其他卖方同行学习；我们会

加倍努力，脚踏实地的用靠

谱的成果回报各位的信任。

方正证券-有色金

属 行 业 研 究 小 组

（杨诚笑，孙亮）

坚持三条投资主线

2016年，我们坚持石油

化工行业的三条投资主线：

油价、周期、改革。 油价：关

注油价上涨情况下的五类

投资机会，油气开采、业绩

弹性、油服、煤化工、综合油

气。 周期：关注原油加工及

丙烷脱氢项目业绩弹性大

的公司。 改革：在中石油对

下属资产整合的带动下，建

议关注“三桶油” 旗下尚未

完成重组整合的上市公司

的投资机会。

海通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邓勇，

刘威，李明刚，刘强）

原创风格愈发显现

过去一年里， 广发化

工团队的工作可以精炼为

八个字：原创、扎实、精准、

实战。 震荡市中，我们原创

型的股票推荐风格愈发显

现； 重点推荐的标的均取

得较好的绝对与相对涨

幅。 恳请机构投资者持续

关注我们， 我们团队的风

格已经形成， 未来我们会

继续推出更多具有爆发力

的原创型品种， 来回馈您

的信任和支持。

广发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王剑雨，

郭敏，周航）

力求深度和前瞻性

华创化工团队始终坚

信“研究创造价值”，致力于

“勤奋、独立、前瞻”的卖方

研究，无论牛熊，我们立足

于产业趋势和公司基本面，

力求研究的深度和前瞻性。

过去的一年是化工行业的

大年，我们把握住了油价上

涨和

G20

会议的主题机会，

粘胶、涤纶等周期品涨价和

半导体、

OLED

材料等电子

化学品的投资机会。

华创证券-化工行业

研究小组（曹令）

站在机构角度选标的

我们始终站在机构的

角度去选择标的，重点推荐

的均为原创标的且覆盖全

面，周期品我们重点寻找持

续性强的品种如染料、粘胶

短纤、维生素，成长股精选

真正靠谱、可以长大、机构

可以重仓安心持有的标的。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继

续保持审慎地选好企业、合

理价格推荐的风格，把握值

得机构重仓持有，并能获取

长期超额回报的成长标的。

安信证券-化工行

业研究小组（王席鑫，

孙琦祥，肖晴，罗雅婷）

成功把握

原油价格底部

2016

年我们成功的把

握了原油价格的底部，在

2

月初推荐了恒逸石化、桐

昆股份和惠博普；

3

月份推

荐了上海石化和华锦股

份。

4

月份以后，逐步转向

新兴行业和成长股。 进入

三季度， 重点推荐了民营

LNG

接收站的先行者中天

能源，以及受益于

TDI

价格

大幅上涨的沧州大化。

银河证券-化工行

业研究小组

（裘孝锋，赵乃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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