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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股跌停近百 大盘失守4100点
大河实战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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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在中原
中原证券第二届实盘理财竞技大赛（4月15日 星期三）

大河股票池（4月1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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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 0.17% 23.81

浦东建设 600284 -7.72% 15.31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燃控科技 -10.01% 27.78 周三随创业板大幅回调，短期不乐观，中期未走坏。

中信建投证券投顾团队：

宜昌交运 002627 22.97 周三受10日均线支撑强势整理，中长期理念持股。

东方电气 600875 -4.99% 22.65 周三随指数回落，继续看好后市。

300152

0.09%

停牌。百联股份 600827 0 18.37

周三大幅拉升后收中阴线，短线将调整。应流股份 603308 -6.04% 25.65

000063 周三收缩量小阴线，有望向上突破。

周三收中阴线，短线向下调整。

中国平安 601318 -0.13% 84.56

周三收阴线，短线调整。七匹狼 002029 -2.00% 15.66

周三收跌，短线或整理，但上升趋势有望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0.13% 15.43 周三振荡调整，趋势未变。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6.57% 13.50 周三调整，短线仍须回踩。

600805

停牌。新世界 600628 0 14.27

（4月15日 星期三）

周三低开低走，或有惯性下挫。郑煤机 601717 -4.66% 10.22

A账户

资金账号：3733
托管券商：国元证券郑州金
水东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5年4月9日
初始资金：30万元
总市值：301109.4元
收益率：0.4%
持仓：天利高新（600339）
29300股。
操作：无
（操作指导：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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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6569.57元
收益率：751.66%
持仓：南山铝业（600219)
90000 股 ，北 方 创 业
（600967）39000股，国投电
力（600886）60000股，安徽
水利（600502）50000股，中
孚实业（600595）70000股，
海油工程（600583）60000
股 ，宏 图 高 科（600122）
60000 股 ，四 川 路 桥
（600039）203000 股，中国
建筑（601668）100000 股，
中国化学（601117）80000
股。
操作：11.08 元卖出中国电
建（601669）56700股，8.11
元卖出中国建筑（601668）
100000股，19.01元卖出利
源精制（002501）50000股，
12.25 元 卖 出 上 海 电 气
（601727）60000 股，14.76
元卖出大众交通（600611）
50000股，10.73元卖出葛洲
坝（600068）120000 股 ，
23.23 元 卖 出 东 方 电 气
（600875)30000 股，9.73 元
卖 出 金 发 科 技（600143）
80000股，16.72元卖出福耀
玻璃（600660）71700 股，
11.36 元 买 入 南 山 铝 业
（600219)90000 股 ，11.79
元买入国投电力（600886）
60000股，16.06元买入安徽
水利（600502）50000 股，
8.48 元 买 入 中 孚 实 业
（600595）70000 股，13.39
元买入海油工程（600583）
60000股，11.89元买入宏图
高科（600122）60000 股，
7.44 元 买 入 四 川 路 桥
（600039）203000股，8.4元
买 入 中 国 建 筑（601668）
100000股，10.84元买入中
国化学（601117）80000股。
（操作指导：朱江汉）

周三股指盘中宽幅振荡，
两市概念板块涨少跌多，一带
一路概念股领涨两市，其中中
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中冶、
中国电建大幅上涨。

我们认为，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
领域，其中包括交通、能源和
通信等三大基础设施。其中
交通的互联互通基础中的基
础，一带一路路线图明确提到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
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
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
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
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
道路通达水平。我们认为，基
础设施建设将主导一带一路
建设的初期合作，因为铁路基
建、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相
关品种将持续受益。

民生证券

豫股指数周三盘中延续
调整态势，收于10798点，跌
幅2.34%，创下2月份以来最
大单日跌幅，成交量缩减为
181亿。豫股仅有8家上涨，
多达46家下跌。其中四方达、
新开普跌停，约有1/3的豫股
跌幅超过5%；个股中原高速
则继续涨停。

大盘方面，周三公布一季
度GDP增速7%，创2009年二

季度以来新低，在经济面承
压、融资余额居高不下、资金
分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指
数延续振荡调整的概率较大，
建议适当降低仓位，短线继续
关注一二线低估值蓝筹股。

豫股投资机会方面，鉴于
近期豫股涨幅较高，周三又随
大盘同步调整，可能进入短期
风险释放阶段，因此需要逢高
减仓。 中原证券

中原证券“财富中原”是
中原证券坚持以“客户为中
心”“专业服务、创造价值”的
理念，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金
融产品以及涵盖产品、行情

交易、资讯、咨询、投资顾问
等在内的全方位金融中介服
务。其中“盘前掘金”为财富
中原短信息系列核心产品，
由专业团队通过搜集当日市

场公开信息，帮助客户缩短
每日财经新闻的浏览与搜集
时间，精准提示高价值板块
与个股，帮助客户把握市场
主题投资机会。此短信服务

产品一入市，即受到万人追
捧，高市场认可度。如需定
制可登录中原证券网或联系
中原证券各分支机构。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风云传奇
参赛时间：4月8日
参赛账户：普通账户+信
用账户
收益率：78.90%
资产总值：129285.52元
持仓：西南证券 10200
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漯
河黄河路营业部投顾团
队：王广磊，周苹)

选手昵称：安阳中华路牛
参赛时间：4月2日
参赛账户：普通账户
收益率：67.62%
资产总值：145688.86元
持仓：中元华电20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
阳中华路营业部投顾：王
海滨)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HCG
参赛时间：4月1日
参赛账户：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收益率：84.67%
资产总值：1547161.95元
持仓：中粮屯河 239000
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鹤壁
兴鹤大街营业部投顾：马
涛)

选手昵称：孟铠·壮志凌云
参赛时间：4月1日
参赛账户：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
收益率：65.13%
资产总值：8109633.47元
持仓：江苏吴中 703668
股，永泰能源1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
桐柏路营业部投顾团队：侯
亚辉、郭卫倩、胡思璐)

交通银行 601328 2.34% 7.00 周三冲高回落，趋势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