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国证券业分析师金牛奖获奖名单

◆1，五大金牛研究机构

1�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2�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3�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4�天风证券研究所

5�长江证券研究所

◆2，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研究机构

1�东吴证券研究所

2�海通证券研究所

3�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3，最快进步研究机构

1�浙商证券研究所

2�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

3�华创证券研究所

◆4，最具潜力研究机构

1�中泰证券研究所

2�国海证券研究所

3�民生证券研究所

◆5，最佳行业分析师团队

●（1）宏观组

兴业证券 王涵团队

华创证券 张瑜团队

广发证券 郭磊团队

浙商证券 李超团队

国金证券 赵伟团队

●（2）策略组

兴业证券 张启尧团队

广发证券 戴康团队

招商证券 张夏团队

天风证券 刘晨明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王胜团队

●（3）固定收益组

广发证券 刘郁团队

中金公司 陈健恒团队

天风证券 孙彬彬团队

兴业证券 黄伟平团队

华创证券 周冠南团队

●（4）金融工程组

广发证券 罗军团队

招商证券 任瞳团队

长江证券 覃川桃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邓虎团队

开源证券 魏建榕团队

●（5）综合组

信达证券 于明明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刘靖团队

开源证券 任浪团队

●（6）有色金属组

长江证券 王鹤涛团队

民生证券 邱祖学团队

广发证券 巨国贤团队

招商证券 刘文平团队

浙商证券 刘岗团队

●（7）银行组

广发证券 倪军团队

国信证券 王剑团队

中泰证券 戴志锋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马鲲鹏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郑庆明团队

●（8）医药生物组

东吴证券 朱国广团队

华创证券 高岳团队

开源证券 蔡明子团队

兴业证券 黄翰漾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贺菊颖团队

●（9）通信组

兴业证券 章林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武超则、阎贵成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朱型檑团队

天风证券 唐海清团队

长江证券 于海宁团队

●（10）食品饮料组

兴业证券 苏铖团队

广发证券 王永锋团队

华创证券 欧阳予、董广阳团队

招商证券 于佳琦团队

长江证券 董思远团队

●（11）石油石化组

申万宏源证券 宋涛团队

海通证券 邓勇团队

国金证券 许隽逸团队

天风证券 张樨樨团队

信达证券 陈淑娴团队

●（12）社会服务组

天风证券 刘章明团队

国信证券 曾光团队

财通证券 李跃博团队

华创证券 王薇娜团队

兴业证券 熊超团队

●（13）商贸零售组

东吴证券 吴劲草团队

兴业证券 代凯燕团队

海通证券 汪立亭团队

天风证券 孙海洋团队

长江证券 李锦团队

●（14）轻工制造组

申万宏源证券 屠亦婷团队

兴业证券 赵树理团队

长江证券 蔡方羿团队

浙商证券 史凡可团队

海通证券 郭庆龙团队

●（15）汽车组

广发证券 张乐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何俊艺、程似骐团队

长江证券 高登团队

东吴证券 黄细里团队

华西证券 崔琰团队

●（16）农林牧渔组

长江证券 陈佳团队

广发证券 王乾团队

天风证券 吴立团队

国海证券 程一胜团队

国信证券 鲁家瑞团队

●（17）美容护理组

广发证券 嵇文欣、孔令岩团队

兴业证券 刘嘉仁团队

国信证券 张峻豪团队

海通证券 高瑜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王立平团队

●（18）煤炭组

信达证券 左前明团队

开源证券 张绪成团队

民生证券 李航（核心成员）

广发证券 安鹏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孟祥文团队

●（19）交通运输组

兴业证券 张晓云团队

长江证券 韩轶超团队

国海证券 许可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闫海团队

招商证券 苏宝亮团队

●（20）建筑装饰组

兴业证券 孟杰团队

天风证券 鲍荣富团队

中泰证券 孙颖团队

安信证券 苏多永团队

华创证券 王彬鹏团队

●（21）建筑材料组

长江证券 范超团队

广发证券 邹戈团队

西部证券 李华丰团队

海通证券 冯晨阳团队

民生证券 李阳团队

●（22）家用电器组

长江证券 管泉森团队

广发证券 曾婵团队

安信证券 张立聪团队

海通证券 陈子仪团队

开源证券 吕明团队

●（23）计算机组

申万宏源证券 周海晨团队

民生证券 吕伟团队

广发证券 刘雪峰团队

招商证券 刘玉萍团队

兴业证券 蒋佳霖团队

●（24）基础化工组

海通证券 刘威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宋涛团队

安信证券 张汪强团队

国海证券 李永磊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邓胜团队

●（25）机械设备组

浙商证券 邱世梁团队

长江证券 赵智勇团队

广发证券 代川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王珂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吕娟团队

●（26）环保组

广发证券 郭鹏团队

长江证券 徐科团队

安信证券 邵琳琳团队

华创证券 庞天一团队

华西证券 晏溶团队

●（27）国防军工组

兴业证券 石康团队

长江证券 王贺嘉团队

天风证券 李鲁靖团队

招商证券 王超团队

中信建投证券 黎韬扬团队

●（28）公用事业组

申万宏源证券 查浩团队

兴业证券 蔡屹团队

长江证券 张韦华团队

天风证券 郭丽丽团队

东吴证券 刘博团队

●（29）钢铁组

广发证券 李莎团队

海通证券 刘彦奇团队

川财证券 陈雳团队

●（30）非银金融组

广发证券 陈福团队

东吴证券 胡翔团队

兴业证券 徐一洲团队

招商证券 郑积沙团队

华创证券 徐康团队

●（31）纺织服饰组

申万宏源证券 王立平团队

浙商证券 马莉团队

广发证券 糜韩杰团队

长江证券 于旭辉团队

东方证券 施红梅团队

●（32）房地产组

申万宏源证券 袁豪团队

广发证券 乐加栋团队

海通证券 涂力磊团队

招商证券 赵可团队

中银证券 夏亦丰团队

●（33）电子组

广发证券 许兴军团队

开源证券 刘翔团队

华创证券 耿琛团队

长江证券 杨洋团队

招商证券 鄢凡团队

●（34）电力设备组

东吴证券 曾朵红团队

长江证券 邬博华团队

海通证券 徐柏乔团队

广发证券 陈子坤团队

西部证券 杨敬梅团队

●（35）传媒组

广发证券 旷实团队

国海证券 杨仁文团队

东吴证券 张良卫团队

招商证券 顾佳团队

申万宏源证券 林起贤团队

2022中国证券公司集合资管计划金牛奖获奖名单

◆一、五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202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2022）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三、2022年度金牛券商集合资产管理人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天风（上海）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五年期股票多头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兴证资管玉麒麟10号大国战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弘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方红启阳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齐鲁星河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成长动力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创新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证券资管财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创证券稳惠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美好生活内需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裕盈一年持有期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五、三年期股票多头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中信证券新制造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资管鑫享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资管财臻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齐鲁北极星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宏源内需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源正正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兴价值成长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证券智远内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原名： 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六、一年期股票多头型金牛资管计划

方正证券鑫科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鑫证券鑫科尊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创业e创财富富显3号精选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金新锐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源智远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证券策略优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德邦证券心连心鸿潼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浪淘沙进取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林证券满天星申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远投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七、一年期混合债券型（二级）金牛资管计划

东方红合盈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鑫证券鑫盛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安昕回报灵活配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源正信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八、一年期相对价值型金牛资管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鑫发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海证券启航量化对冲801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金证券金泽益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信证券鼎信睿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浪淘沙中性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浙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九、一年期指数增强型金牛资管计划

华宝证券华量致远指数增强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量化成长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量化策略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金汇博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优量500增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中证500指数增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兴中证500指数增强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海证券量化优选一年持有期股票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金鼎逻辑增强阿尔法成长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五年期短期纯债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东北证券固定收益融通宝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贵宾丰元1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鑫证券鑫益智享季季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安鑫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证券安赢套利1号周开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稳债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原名：光大阳光稳债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一、三年期短期纯债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国金慧多利债券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邮证券鸿利来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方正证券稳盛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北证券融达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金添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宝赢金利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创证券贵和五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金7天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资管乐享季季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季季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二、一年期短期纯债型金牛资管计划

国联玉如意定制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聚利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开源季季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丰收专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证券资管双周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邮证券鸿利来1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德邦心连心曦和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第一创业ESG整合债券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证券瑞鸿中短债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三、五年期中长期纯债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方正晋商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天风证券天慧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证资管金麒麟定享纯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贵宾定制5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西南证券涌泉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安悦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稳债收益12个月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原名：光大

阳光稳债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元证券元赢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资管瑞元添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红珊瑚2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四、三年期中长期纯债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国联玉如意年年发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信聚稳健七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年年旺10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资管月月福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慧享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盛汇稳健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天风证券天宏2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尊享季季盈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紫金信用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银证券中国红-黄山8号第31期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五、一年期中长期纯债型金牛资管计划

华福证券-信福优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鑫证券鑫欣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稳利6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浙商金惠添鑫5号37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达尊享半年增利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玉如意年年发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首创证券创赢5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盛汇尊享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世纪证券钱塘12M00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海证券扬帆25M00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六、五年期混合债券型（二级）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海通鑫逸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北斗星18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原名：光大

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方正证券鑫悦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增益十八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证券智远增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七、三年期混合债券型（二级）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光大阳光债享收益18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金元宝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银证券中国红-汇中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信转债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十八、一年期债券型（混合债券二级）金牛资管计划

光证资管乐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金元宝3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德邦心连心德盈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城富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资管尊享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紫金月月购3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恒泰证券稳健添富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融汇1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金证券增利稳进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十九、一年期混合债券型（一级）金牛资管计划

开源安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紫金掘金信用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安理财恒赢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鑫证券鑫鹏尊享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信达证券睿丰1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吴裕丰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十、五年期FOF型持续优胜金牛资管计划

招商资管尊享FOF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智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中信证券财富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国泰君安君得益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联基金宝南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信“金太阳”经典组合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业证券金麒麟3号优选基金组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阳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原名：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十一、三年期FOF型金牛资管计划

中信证券信享盛世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均盈优选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基金宝金牛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君享甄选FOF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鑫智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睿选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元元福2号中性策略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睿泰精英FOF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鑫丰明星私募FOF1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二十二、一年期FOF型金牛资管计划

第一创业智选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商资管全景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泰君安甄优CTA� 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鹏泰指增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海通远见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安信证券睿选7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泰星光阿拉善SEE基业长青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天风证券天享2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民生证券金生丽水FOF成长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方红鸿鼎2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太平洋证券共盈精选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广发资管领钧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东方财富证券优选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万宏源宏胜大类资产配置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金金得鑫灵活配置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世纪证券全天候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鑫智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建投360聚智量化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信“金太阳”经典组合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联基金宝金牛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申港证券明珠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元元福2号中性策略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兴业证券金麒麟3号优选基金组合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中信证券财富精选指数增强1号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智汇FOF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长江智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光大阳光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原名：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2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中国证券公司金牛奖获奖名单

◆金牛证券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成长证券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文化建设金牛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社会责任金牛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服务科创企业上市前10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财富管理团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成长财富管理团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投资银行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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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牛成长投资银行团队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公司金融科技金牛奖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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