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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放量下跌 银行努力护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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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星期一）

大河股票池（6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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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产品 -9.98% 19.40

浦东建设 600284 -9.41% 15.02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燃控科技 -1.77% 41.59 周一收小阳线，短线走势较强。

中信建投证券投顾团队：

宜昌交运 002627 27.86 周一收大阴线，跌停收盘，走势较弱。

东方电气 600875 -9.97% 19.23 周一收大阴线，接近跌停。

300152

-10.01%

周一收中阴线，短线延续下跌。百联股份 600827 -6.23% 19.11

周一收长阴，短线调整或延续。上海机电 600835 -10.01% 30.04

000061 周一收长阴，短线调整延续。

周一收长阴，短线调整延续。

锦江股份 600754 -6.39% 27.09

周一收长阴，短线试探60日均线。七匹狼 002029 -10.00% 21.06

周一收中阴，预计调整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9.59% 14.42 周一高开低走，关注止跌情况。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10.00% 14.31 周一跌停，仍有调整需求。

600805

周一跌停，仍有调整空间。新世界 600628 -10.02% 15.98

（6月29日 星期一）

周一跌停，关注止跌情况。郑煤机 601717 -10.00%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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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065.27元
收益率：19.35%
持 仓 ：*ST 建 机（600984）
10000 股 ，天 齐 锂 业
（002466）2000股。
操作：15.58元卖出隆基股份
（601012）8000 股，58.45 元
买入天齐锂业（002466）2000
股。
（操作指导：吕超）

上周六央行公布实施降
准和降息双政策，货币政策适
度宽松力度加大，而周一市场
反应平平，沪深股指高开不足
100点，随后大幅下跌，一度跌
破3900点整数关口。沪指盘
中振幅超过10%，市场涌现出
较多恐慌盘，最终沪指收出一
根带长下影线的中阴线，两市

量能明显放大。
从盘面上看，两市概念板

块涨少跌多。从两市涨跌结
构看，两市涨停个股40多家，
涨幅超过3%个股仅有100多
只。两市跌停个股 1500 多
家，跌幅超过5%个股1950多
只。同时，创业板指数继续下
跌，周一指数跌幅接近8%，两

市个股杀跌风险不容小觑。
周一盘中，银行板块探底

回升起到护盘作用，最终带动
沪指收至4000点整数关口上
方。6月28日，央行下调金融
机构一年存款利率0.25%，对
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定
向标准的银行降准0.5%，同时
降准降息显示货币政策宽松

延续，这将为市场提供更多的
流动性。在国企改革大背景
下，银行板块具有股指重塑的
要求。银行员工持股和股权
激励正式起航，而以“混改”为
契机，银行将引进战略投资
者，都将进一步提升银行资本
利用效率，有助于提升银行板
块估值溢价。 民生证券

耐力组第一期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jz_10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92.05%
持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焦作解放中
路营业部投顾：张新民）

选手昵称：中原之巅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150.03%
持仓：民生银行1500股，浙江医
药1200股，山东黄金3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分公司
投顾团队：韦灵军 刘朝龙)

选手昵称：金股小梁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131.8%

持仓：友利控股12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黄河金三角
示范区分公司投顾：杨丽颖)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孟铠·越挫越勇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12.76%
持仓：江苏吴中1269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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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昵称：一点红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52.19%
持仓：同方股份16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新乡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王迎冰)

选手昵称：希望666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59.14%
持仓：东方能源20000股，横店东
磁200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阳红旗路
营业部投顾：游献国）

爆发组6月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娜塔莎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96.31%
持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中原路
营业部投顾：吴辉）

选手昵称：刘娜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73.19%
持仓：沈阳机床4100股，数码通

讯8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上海大连西
路营业部投顾：刘泓驰）

选手昵称：王鹤艳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72.21%
持仓：保利地产900股，中国中铁
200股，九牧王200股，五矿稀土
33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鹤壁兴鹤大
街营业部投顾：刘杨）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angelo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16.68%
持仓：中润资源44935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商务外
环路营业部投顾：邱林珏)

选手昵称：煜东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28.57%
持仓：安彩高科1498300股，东
阳光科 558400 股，中润资源
7166179股，新希望158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商务外
环路营业部投顾：邱林珏)

选手昵称：股市永胜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06.61%
持仓：华能国际37700股，山东钢
铁 30000 股，同方股份 25000
股，华升股份40000股，国泰君安
2000股，京东方100000股，五粮
液6000股，中关村10000股，N
文科5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分
公司投顾：韦灵军）

惠而浦 600983 -0.68% 14.64 周一振荡，关注止跌情况。

周一豫股指数高开低走失
守 60 日 均 线 ，最 后 收 于
11765.95 点，跌幅为 5.62%，成
交金额232亿。由于豫股中缺
乏较为抗跌的蓝筹品种，跌幅大
于大盘。

大盘受利好刺激大幅高开，
但随后继续惯性杀跌，创业板则
继续成杀跌重灾区。从大盘走
势看，从利好出台到止跌企稳有
一个过程，目前不宜再盲目杀
跌，静待反弹。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由于股
指连续下跌幅度过大，周一跌破
60日均线后不排除有回抽走势，
且盘面上也有逆市走强个股，如
牧原股份（002714）呈现两阳加
一阴多头形态，若市场周二反
弹，该股有望强势拉升，可重点
关 注 。 另 外 ，宇 通 客 车
（600066）盘中走出V形反转走
势，长下影十字星或预示着短线
止跌，作为老牌白马股有望迎来
价值投资者抄底，可适当关注。

中原证券

豫股指数
失守60日均线

中原证券 2015年度（第二
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

赛2015年4月1日开赛。每日英
雄榜依据当日清算前数据整理。

想了解更多优秀选手及投资顾问
详细信息，敬请登录中原证券网

（www.ccnew.com- 财 富 中
原），详细信息敬请关注中原证券

微服务（微信号：ccsccfzy）。中
原证券专线客服电话95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