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十大证券公司金牛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金牛成长证券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证券公司社会责任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 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证券公司普惠金融奖

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证券公司绿色金融奖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 金牛财富管理团队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 金牛投资银行团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9� 金牛资产管理团队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 证券公司金融科技奖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大金牛研究机构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长江证券研究所

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最快进步研究机构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中泰证券研究所

东吴证券研究所

最具潜力研究机构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华创证券研究所

主观投票榜单

最具价值首席分析师

郭磊 广发证券

陈健恒 中金公司

刘晨明 天风证券

管泉森 长江证券

姜超 海通证券

徐佳熹 兴业证券

曾朵红 东吴证券

王涵 兴业证券

荀玉根 海通证券

戴康 广发证券

张忆东 兴业证券

苏铖 安信证券

王德伦 兴业证券

宋雪涛 天风证券

许兴军 广发证券

孙彬彬 天风证券

董广阳 华创证券

乐加栋 广发证券

胡又文 安信证券

张乐 广发证券

邓学 天风证券

张瑜 华创证券

王鹤涛 长江证券

石康 兴业证券

韩轶超 长江证券

邹戈 广发证券

吴立 天风证券

余文心 海通证券

孙婷 海通证券

高道德 海通证券

客观量化榜单

最佳行业分析团队

安信证券 采掘团队

华西证券 采掘团队

中泰证券 采掘团队

天风证券 采掘团队

川财证券 采掘团队

天风证券 传媒团队

国信证券 传媒团队

招商证券 传媒团队

安信证券 传媒团队

川财证券 传媒团队

西南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华创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安信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中信建投 电气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电子团队

华西证券 电子团队

开源证券 电子团队

天风证券 电子团队

中信建投 电子团队

西南证券 房地产团队

中信建投 房地产团队

华创证券 房地产团队

光大证券 房地产团队

天风证券 房地产团队

光大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开源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招商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华金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国信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安信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光大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平安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天风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中泰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光大证券 钢铁团队

中泰证券 钢铁团队

天风证券 钢铁团队

安信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中信建投 公用事业团队

招商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西部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光大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安信证券 国防军工团队

中信建投 国防军工团队

招商证券 国防军工团队

西南证券 化工团队

天风证券 化工团队

安信证券 化工团队

招商证券 化工团队

太平洋证券 化工团队

太平洋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华西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天风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华创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安信证券 计算机团队

光大证券 计算机团队

国信证券 计算机团队

中泰证券 计算机团队

华西证券 计算机团队

天风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安信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光大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西南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山西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光大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方正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招商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安信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天风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光大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粤开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华创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华创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天风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兴业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安信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招商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华西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华创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光大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天风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太平洋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光大证券 汽车团队

国信证券 汽车团队

安信证券 汽车团队

平安证券 汽车团队

中信建投 汽车团队

中信建投 轻工制造团队

国信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招商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西南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天风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光大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国信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天风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招商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安信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招商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安信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太平洋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国信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西南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渤海证券 通信团队

安信证券 通信团队

华西证券 通信团队

平安证券 通信团队

天风证券 通信团队

国信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招商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浙商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华创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光大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招商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中泰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天风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民生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开源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太平洋证券 银行团队

浙商证券 银行团队

天风证券 银行团队

中信建投 银行团队

国信证券 银行团队

安信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华创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光大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天风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中信建投 有色金属团队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 证券公司金融科技奖

第十一届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榜单

◎五大金牛研究机构◎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长江证券研究所

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最快进步研究机构◎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中泰证券研究所

东吴证券研究所

◎最具潜力研究机构◎

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华创证券研究所

郭 磊 广发证券

陈健恒 中金公司

刘晨明 天风证券

管泉森 长江证券

姜 超 海通证券

徐佳熹 兴业证券

曾朵红 东吴证券

王 涵 兴业证券

荀玉根 海通证券

戴 康 广发证券

张忆东 兴业证券

苏 铖 安信证券

王德伦 兴业证券

宋雪涛 天风证券

许兴军 广发证券

孙彬彬 天风证券

董广阳 华创证券

乐加栋 广发证券

胡又文 安信证券

张 乐 广发证券

邓 学 天风证券

张 瑜 华创证券

王鹤涛 长江证券

石 康 兴业证券

韩轶超 长江证券

邹 戈 广发证券

吴 立 天风证券

余文心 海通证券

孙 婷 海通证券

高道德 海通证券

安信证券 采掘团队

华西证券 采掘团队

中泰证券 采掘团队

天风证券 采掘团队

川财证券 采掘团队

天风证券 传媒团队

国信证券 传媒团队

招商证券 传媒团队

安信证券 传媒团队

川财证券 传媒团队

西南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华创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安信证券 电气设备团队

中信建投 电气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电子团队

华西证券 电子团队

开源证券 电子团队

天风证券 电子团队

中信建投 电子团队

西南证券 房地产团队

中信建投 房地产团队

华创证券 房地产团队

光大证券 房地产团队

天风证券 房地产团队

光大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开源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招商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华金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国信证券 纺织服装团队

安信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光大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平安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天风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中泰证券 非银金融团队

光大证券 钢铁团队

中泰证券 钢铁团队

天风证券 钢铁团队

安信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中信建投 公用事业团队

招商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西部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光大证券 公用事业团队

安信证券 国防军工团队

中信建投 国防军工团队

招商证券 国防军工团队

西南证券 化工团队

天风证券 化工团队

安信证券 化工团队

招商证券 化工团队

太平洋证券 化工团队

太平洋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招商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华西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天风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华创证券 机械设备团队

安信证券 计算机团队

光大证券 计算机团队

国信证券 计算机团队

中泰证券 计算机团队

华西证券 计算机团队

天风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安信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光大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西南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山西证券 家用电器团队

光大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方正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招商证券 建筑材料团队

安信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天风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光大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粤开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华创证券 建筑装饰团队

华创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天风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兴业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安信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招商证券 交通运输团队

华西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华创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光大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天风证券 农林牧渔团队

太平洋证券农林牧渔团队

光大证券 汽车团队

国信证券 汽车团队

安信证券 汽车团队

平安证券 汽车团队

中信建投 汽车团队

中信建投 轻工制造团队

国信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招商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西南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天风证券 轻工制造团队

光大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国信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天风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招商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安信证券 商业贸易团队

招商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安信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太平洋证券食品饮料团队

国信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西南证券 食品饮料团队

渤海证券 通信团队

安信证券 通信团队

华西证券 通信团队

平安证券 通信团队

天风证券 通信团队

国信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招商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浙商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华创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光大证券 休闲服务团队

招商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中泰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天风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民生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开源证券 医药生物团队

太平洋证券银行团队

浙商证券 银行团队

天风证券 银行团队

中信建投 银行团队

国信证券 银行团队

安信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华创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光大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天风证券 有色金属团队

中信建投 有色金属团队

客观量化榜单

◎最佳行业分析团队◎

主观投票榜单

◎最具价值首席分析师◎

2020证券公司金牛奖榜单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 十大证券公司金牛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金牛成长证券公司奖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证券公司社会责任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 证券行业文化建设奖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 证券公司普惠金融奖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 证券公司绿色金融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七） 金牛财富管理团队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八） 金牛投资银行团队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 金牛资产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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