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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剧烈 以静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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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星期一）

大河股票池（1月12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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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1.18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燃控科技 -0.38% 13.26 周一收假阳线，探底回升，短线有企稳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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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691.35元
收益率：321.27%
持仓：中兴通讯（000063）30000股，歌尔声学（002241）35200股，北
京城建（600266）36908股，开元投资（000516）50000股，广汇能源
（600256）100000股，天茂集团（000627）100000股。
操作：8.30元卖出华能国际（600011）100000股，5.51元卖出东方航
空（600115）104700股，4.22元卖出国电电力（600795）200000股，
7.74 元卖出上海建工（600170）80000 股，19.38 元买入中兴通讯
（000063）30000股，28.1元买入歌尔声学（002241）35200股，21.08
元买入北京城建（600266）36908 股，11.73 元买入开元投资
（000516）50000股，8.61元买入广汇能源（600256）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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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3139.85元
收益率：263.31%
持仓：内蒙君正（601216）14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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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元卖出内蒙君正（601216）
90000股，11.1元买入内蒙君正（601216）
50000股。
（操作指导：楚江华）

宜昌交运 002627 14.40 周一收小阴线，高开回落收盘微涨，短线下跌动能渐弱。

东方电气 600875 -2.32% 21.49 周一跳空低开缩量收阴，短线有望在10日均线附近获得支撑。

300152

0.77%

周一收中阴线，短线破位加速探底走势。百联股份 600827 -5.73% 16.30

周一收缩量小阴线，上升趋势未改。中国石油 601857 -3.73% 11.62

000514 继续停牌。

周一收缩量小阴线，调整至20日均线附近，上升趋势有望延续。

苏宁云商 002024 -3.20% 9.07

周一收缩量小阴线，上升趋势有望延续。中国平安 601318 3.20% 75.17

周一收缩量小阴线，短线或维持窄幅振荡态势。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中航电子 -0.85% 27.94 周一收阴十字星，短期继续缩量整理。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兆日科技 300333 24.99 周一收阴，短期打破整理格局，年线附近支撑力度较强。

天龙光电 300029 -4.46% 7.72 周一收阴，短期多头未能成功突破，局部仍需整理振荡。

600372

-4.87%

周一收阴，局部跳空低开，短期有调整需求。五粮液 000858 -2.87% 23.04

市场：大幅下跌

周一市场继续剧烈振荡，大幅下跌，

两市成交量迅速萎缩，但继续维持在高
位，显示市场成交仍然较为活跃。

自去年11月21日以来，市场持续大
幅上涨，目前已积累了大量获利盘。特别
是融资的使用，使得盈利被放大，套现的
压力也被放大，加剧了市场的振荡。由于
大量获利盘尚未充分消化，因此预计近期
市场仍将维持振荡调整的态势，且由于振
荡加剧，操作难度加大。侧重中长期投资
的投资者宜以静制动，保持平常心，尚未
入场的不宜在快速上涨时追高，可耐心等
待市场调整接近尾声，波动减缓，市场较
为平静时再逐步加仓。

长江证券

热点：IT板块表现活跃

周一，创业板、中小板个股开始活跃，
尤其IT板块表现特别抢眼，子板块中的
互联网金融、TMT概念等表现都十分活
跃。前段时间IT板块陷入调整，个股出
现大面积下跌，而现在大盘出现调整，该
板块有反弹需求。

从消息面上，上周央行发布了《关于
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
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腾讯征信有限
公司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
备工作，准备时间为六个月。

目前大盘调整刚起步，中小板、创业
板出现交易性机会，投资者应顺应市场变
化，合理调整自身的持仓结构。可关注恒
生电子、银之杰、蓝色光标等。民生证券

豫股：多氟多领涨

周一豫股指数报收 7667.79 点，跌
166.71，跌幅2.13%，弱于大盘，其中多氟
多、宇通客车涨幅均超过5%，莲花味精则
略显弱势，涨幅为4.7%，位列第三。洛阳
玻璃跌停，中信重工、同力水泥跌幅均超
过6%。豫股涨幅第一的多氟多属于基础
化工行业。

基础化工行业毛利率振荡回升，行业
景气在年中小幅反弹，但目前又有所下
滑，依旧在低位盘整。该行业景气仍未复
苏，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间，在宏观经济
环境未显著好转的情况下，板块整体估值
难以超越市场回升。我们建议重点关注
供需结构合理及增长确定的子行业。

中原证券

入门组

参赛账号：390***30
收益率：-0.259%
持仓：50ETF397800份
交 易 ：2.472 元 买 入
50ETF175700 份，2.483 元
买入 50ETF19700 份，2.51
元 买 入 50ETF2100 份 ，
2.515元买入50ETF300份，
0.115元备兑开仓50ETF购
2 月 2550（1100012）1 张、
0.117元备兑开仓50ETF购
2 月 2550（1100012）1 张、
0.105元买入平仓50ETF购
2月2550（1100012）2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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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持仓：50ETF385000 股，6
月购2700义务20张，6月购
2700备兑30张。
交易：0.1707元卖出50ETF
购6月2700合约20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神
火大道营业部

参赛账号：680***52
收益率：-0.04%
持仓：50ETF350000 股，1
月购2550义务22张，1月购
2600备兑12张。
交易：0.088 元卖出 50ETF
购 2450 合约 3张，0.021 元
买入 50ETF购 2650合约 3
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中
原路营业部

投顾组

参赛账号：2916**63
收益率：-0.43%
持仓：50ETF沽1月2600合
约 义 务 仓 20 张 ，
50ETF393000股。
交 易 ：0.094 元 买 入 平 仓
50ETF沽3月2400合约50
张，0.152元卖出50ETF沽1
月2600合约50张，0.136买
入平仓 50ETF沽 1月 2600
合约 30 张，2.512 元买入
50ETF393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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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仓：50ETF沽1月2650合
约50张。
交易：0.096 元平仓 50ETF
购2月2500合约50张，0.16
元卖出开仓 50ETF 沽 1 月
2650合约50张。
参与人：中原证券衍生品经
纪业务总部米志略

1月12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