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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宽幅振荡 短期顶部显现

中原证券
ETF期权模拟交易大赛

证券新闻版评论文章及数据仅供参考，使用前请核实，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大河实战账户（1月9日 星期五）

大河股票池（1月9日 星期五）

国泰君安证券河南分公司投研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渝开发 0 7.08

大秦铁路 601006 -3.58% 11.32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燃控科技 -0.82% 13.31 周五收假阳线，短线有可能再次向下探底。

中信建投证券投顾团队：

C账户

资金账号：124679
托管券商：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3年11月11日
初始资金：100万元
总市值：4289110.64元
收益率：328.91%
持仓：华能国际（600011）100000股，东方航空（600115）
104700 股，国电电力（600795）200000 股，上海建工
（600170）80000股，天茂集团（000627）100000股。
操作：12.24元卖出华工科技（000988）50000股，10.70元
卖出中化国际（600500）60000 股，9.16 元卖出南玻
（000012）135200股，32.46 元卖出杰瑞股份（002353）
24552 股，13.64 元卖出上海凯宝（300039）50000 股，
8.92元买入华能国际（600011）100000股，5.74元买入东
方航空（600115）104700 股，4.42 元买入国电电力
（600795）200000 股，8.18 元买入上海建工（600170）
80000股。
（操作指导：朱江汉）

A账户

资金账号：1420
托管券商：国元证券郑州金水东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4年8月11日
初始资金：100万元
总市值：3681213.58元
收益率：268.12%
持仓：内蒙君正（601216）181100 股，亿城股份
（000616）18000股，海信电器（600060）11600股，永
辉超市（601933）10700 股，爱建股份（600643）
39100 股 ，同 仁 堂（600085）9700 股 ，*ST 三 毛
（600689）9600股。
操作：13.89 元卖出内蒙君正（601216）50000 股，
12.58卖出内蒙君正（601216）50000股，18元卖出中
钨高新（000657）8600 股，13.75 元卖出爱建股份
（600643）16000股，11.95元买入内蒙君正（601216）
53400股，11.7元买入内蒙君正（601216）48000股，
13.44元买入爱建股份（600643）20000股。
（操作指导：楚江华）

宜昌交运 002627 14.29 周五收小阴线，短线走势较弱。

东方电气 600875 -4.22% 22.00 周五收中阴线，短期获利盘抛压较大，关注5日均线附近能否企稳。

300152

-1.92%

周五收中阴线，短线走势较弱。百联股份 600827 -3.89% 17.29

周五收缩量小阴线，上升趋势未改变。中国石油 601857 -1.15% 12.07

000514 继续停牌。

周五收缩量阴线，上升趋势未改变。

苏宁云商 002024 -1.68% 9.37

周五收带长上影线小阳线，盘中一度涨停，趋势并未改变。中国平安 601318 2.48% 72.84

周五收缩量小阴线，振荡上行趋势有望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中航电子 -0.88% 28.18 周五收小阴线，短期仍处于振荡区域。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兆日科技 300333 26.27 周五收小阴线，短期整理临近尾声，短期有反弹需求。

天龙光电 300029 -0.74% 8.08 周五收小阴线，短期盘整持续，多头动能有所减弱。

600372

-1.17%

周五收十字星，短期上升通道未变。五粮液 000858 -0.88% 23.72

市场：大幅振荡

周五在保险、银行等权重

股拉抬下，沪指创出本轮反弹
新高，但随后遭遇获利盘疯狂
打压，全天大幅振荡4.17%。

本周是2015年首个交易
周，周一在煤炭、有色、石油为
代表的资源股带动下，沪指大
涨3.58%，深成指涨幅4.59%，
随后几个交易日沪深主板转
入振荡，创业板出现反弹，超
跌小市值品种陆续走强。全
周沪指涨 50.73 点，涨幅为
1.57%，收报3285.41点。

从本周各板块轮动来看，
权重股的估值修复行情演绎
得比较充分了。在国际油价
持续暴跌的背景下，两桶油和
煤炭板块反而受到资金的狂
热追捧，虽然有国企改革的预
期支撑，但持续上涨后难以说
服更多资金来承接。保险、券
商、银行板块也存在类似情
形，目前阶段也已经基本跨过
合理的估值水平。由于下周
面临22只新股发行，业内估计
将冻结2万亿资金，或将对当
前处于高位的权重股带来较
大压力。本周创业板的反弹
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方面是

自身具有超跌反弹的要求，另
一方面则表明炒高的蓝筹股
吸引力下降，场内资金高位接
盘的意愿下降。

本轮行情上涨过快，融资
杠杆是重要推手，从技术上
看，沪指上周收出带长下影的
吊颈线，本周收出长上影的墓
碑线，而且本周留下跳空缺
口，量能也出现了背离，结合
周五的宽幅振荡，短期见顶的
概率较大，下周或回补缺口。

操作上，当前首要任务是
防止出现较大的资金回撤，原
则上以降低仓位为主。

长江证券

豫股：利达光电领涨

周 五 豫 股 指 数 报 收
7834.50点，下跌65.96点，跌
幅0.83%。河南上市公司利达
光电、中原内配和同力水泥涨
幅居前，利达光电属于电子元
器件行业。

2015年电子产业链将进
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中提升份
额，国内电子产业还有广大发
展空间。

在行业细分领域，看好光
学显示、虚拟显示、摄像头、芯
片相关上市公司。

中原证券

入门组

参赛账号：3902**30
收益率：-0.241%
持仓：50ETF200000份。
交 易 ： 2.555 元 买 入
50ETF100000份。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纬二
路营业部

参赛账号：231***11
收益率：-0.05%
持仓：无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许昌南关
大街营业部

进阶组

参赛账号：290***94
收益率：-1.06%
持 仓 ：50ETF385000 股 、
50ETF购6月2700备兑30张。
交易：0.0408元买入50ETF购
6月2650合约10张、0.0482元
买 入 平 仓 ，0.1862 元 卖 出
50ETF 购 6 月 2700 合约 10
张，0.1771卖出20张、0.01649
元买入平仓。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神火
大道营业部

参赛账号：380***52
收益率：-0.59%
持仓：50ETF385000股、1月购
2600备兑12张、1月购2550备
兑22张。
交易：0.0482元卖出50ETF购
1月 2650合约10张、0.408元
买 入 平 仓 ，0.1771 元 卖 出
50ETF 沽 1 月 2700 合约 20
张、0.1649元买入平仓，0.1862
元卖出50ETF购 6月 2700合
约30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中原
路营业部

投顾组

参赛账号：291***63
收益率：-0.5%
持仓：50ETF沽3月2400合约
义务仓50张。
交易：0.07元买入平仓50ETF
购1月2550合约义务仓50张，
0.097元卖出开仓50ETF购 1
月2550合约义务仓50张。
参与人：中原证券商丘神火大
道营业部钱志库

参赛账号：81***07
收益率：0.26%
持仓：50ETF购1月2500合约
义务仓50张。
交易：0.136元卖出50ETF沽1
月2650合约70张，0.129元买
入平仓，0.226 元买入 50ETF
沽 2 月 2700 合 约 16 张 ，
0.02251 元买入平仓 22 张，
0.0153元买入50ETF购2月合
约50张，0.164元卖出平仓10
张，0.116元卖出50ETF购1月
2500合约84张，0.1186元买入
平仓40张。
参与人：中原证券衍生品经纪
业务总部米志略

1月9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