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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先抑后扬 结构性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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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星期一）

大河股票池（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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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幸福 1.01% 29.94

浦东建设 600284 2.96% 17.42

周一收小阳线，短线仍有上行空间。上海机电 600835 1.07% 36.80

600340 周一收小阳线，量能未有效放大，短线维持振荡整理。

周一收出缩量阳线，振荡上行态势将延续。

盛屯矿业 600711 4.17% 10.24

周一收假阳线，短线将维持窄幅振荡整理。七匹狼 002029 -0.98% 16.20

周一收放量阳线，连续收出第十根阳线，短期强势将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4.72% 16.20 周一低开高走，关注突破力度。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4.76% 15.62 周一低开高走，中阳突破。

600805

概念丰富（低价+整合+军工），低位。加入股票池。营口港 600317 4.38% 6.19

（8月17日 星期一）

周一低开高走，上方短线承压。郑煤机 601717 2.67%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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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52元
收益率：10.5%
持仓：大 智 慧（601519）
7100股。
操作：1.373元卖出银华锐
进（150019）71000股。
（操作指导：吕超）

B账户

资金账号：136296
托管券商：国都证券郑州
花园路营业部
初始日期：2015年8月10
日
初始资金：50万元
总市值：512304.67元
收益率：2.46%
持仓：用友网络（600588）
12000 股 ，洛 阳 钼 业
（603993）2400股。
操作：13.027元卖出山西
三 维（000755)3000 股 ，
16.36 元 买 入 洛 阳 钼 业
（603993）24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周一，市场仍维持窄幅振
荡，全天表现为先抑后扬。受
券商保险、银行、石油燃气、工
程建设等权重板块跌幅居前
影响，题材股表现整体强于权
重板块。

周一，证金公司买入的近
80家公司多数上涨，其中华远
地产、梅雁吉祥、申华控股、新
朋股份、海马汽车、中体产业、
雅致股份、白云山等涨停，这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市场人气
保持稳定，但由于近期市场成
交额基本维持在1.2万亿元的
相对温和水平，加上宏观数据
欠佳，权重股当前尚难发动有
力行情。因此，近期结构性热
点保持活跃的行情有望延续，

央企和地方国资改革预期较
强的公司可重点关注。

目前，在央企顶层设计方
案即将发布的背景下，地方国
资改革有加快态势。而央企
和地方国资资产证券化的大
力推进，预示着未来几年将有
百万亿国有资产通过并购重
组、资产注入、整体上市、定向
增发等多种方式注入资本市
场，这也将为市场带来诸多机
遇。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逢低
重点关注航天军工、航运、船
舶重工类央企上市公司，上
海、深圳、广东、云南、陕西等
地国企可逢低择机关注。

民生证券

周一豫股指数呈现低开
高走态势，5日均线支撑良好，
最后收于11926.72点，涨幅为
2.49%，成交金额231亿。豫
股指数继续反弹，已逼近前期
高点11552.6点。72家豫股上
市公司中，53家上涨，10家停
盘，9家下跌。盘面上，洛阳玻
璃、安彩高科、雏鹰农牧和东
方银星涨停，轴研科技、牧原
股份、安阳钢铁和西泵股份涨
幅也在6%以上；而光力科技、
濮阳惠成、科迪乳业和清水源
跌幅居前。盘面上看，股指未
出现预期的回调，仍处于多头
格局。

大盘方面，沪深指数也低
开高走，板块涨多跌少，其中

公共交通、酒店餐饮、运输服
务和港口居前，而互联网、保
险、证券、银行和软件服务跌
幅居前。从大盘走势看，股指
依托5日均线继续攀升，谨慎
看多，预计上方120日均线压
力较大。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股指
走势继续向好，但个股出现分
化，精选热点进行参与。国企
改 革 龙 头 股 洛 阳 玻 璃
（600876）周一再度封涨停板，
但涨幅已过大，适当关注即
可。另外，雏鹰农牧（002477）
周一涨停，经过连续整理之
后，股价重新拐头向上，看能
否再起一波。

中原证券

耐力组第二期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兰花花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74.67%
持仓：方大炭素1500股，海通证
券1500股，中国一重500股，农
业银行 2000 股，中国人寿 300
股，方正证券2500股，锌业股份
10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巩义嵩山路
营业部投顾：范苔菁)

选手昵称：李光亮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6.28%
持仓：阳泉煤业14400股，大唐发
电87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焦作解放中
路营业部投顾：赫少波)

选手昵称：蓝天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40.14%
持仓：佛慈制药145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驻马店解放
路营业部投顾：郭刚)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八五小金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54.87%
持仓：冠农股份100100股，贵研
铂业50000股，国恒退1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北京广安门
外大街营业部投顾：葛忠)

选手昵称：红旗飘飘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5.41%
持仓：新安股份220000股，科大
讯飞153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新乡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杨小波)

选手昵称：小弟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4.88%
持仓：通达动力117800股，汉得
信息5675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吴保仪)

8月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万华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87.99%
持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焦作解放中
路营业部投顾：张香云)

选手昵称：擒牛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9.92%
持仓：华电国际13800股，万向
钱潮42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孟州西韩愈
大街营业部投顾：宋文州)

选手昵称：小秦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3.19%
持仓：国投新集14800股，中天城
投174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新乡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王迎冰）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sqcxy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71.2%
持仓：冠城大通13900股，太平洋

31600股，郑煤机1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
投顾：宋秀英)

选手昵称：大哥
参赛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58.72%
持仓：吉恩镍业3693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吴保仪）

选手昵称：孟铠·越挫越勇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56.89%
持仓：山东黄金14000股，西部黄
金65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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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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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600628）：自加入股票池以来涨幅已翻倍，暂调出股票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