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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股集体下挫 大盘重心再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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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星期四）

大河股票池（8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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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26.64

浦东建设 600284 -7.84% 15.04

周四收阴线，跌破中短期均线，调整将延续。上海机电 600835 -3.70% 32.54

600340 周四收小阴线，短线量能无法充分释放保持观望。

周四大幅下跌，预计短期会受到压制，保持观望。

盛屯矿业 600711 -4.40% 8.69

周四收小阳线，走势强于大盘，但短期向上空间有限，保持观望。七匹狼 002029 2.79% 15.11

周四收阴线，短期调整将延续。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4.64% 13.99 周四低开振荡走低，观望。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0.54% 14.94 周四冲高回落，观望。

600805

周四收十字星，观望。营口港 600317 0.88% 5.65

（8月20日 星期四）

周四冲高回落，观望。郑煤机 601717 -3.50%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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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40.9元
收益率：7.7%
持仓：福斯特（603806）3000
股。
操 作 ：47 元 买 入 福 斯 特
（603806）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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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03.82元
收益率：-13.36%
持仓：东方财富（300059）
1000 股，福斯特（603806）
2000股，天际股份（002759）
2000股，黑牛食品（002387）
3000股，洛阳钼业（603993）
3300 股，司尔特（002538）
5000股。
操作：28.176元卖出中国巨石
（600176）14300股，15.83元
买入司尔特（002538）5000
股，16.99 元买入黑牛食品
（002387）3000股，59元买入
天际股份（002759）2000股，
47.22 元 买 入 东 方 财 富
（300059）1000 股，46.72 元
买入福斯特（603806）2000
股，14.9 元买入洛阳钼业
（603993）9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周四，市场继续走弱，前
期强势股再度集体下挫，导致
沪指跌破3700点。早盘，市场
低开后振荡，到中午收盘时，
一度接近翻红并逼近3800点，
下午开盘后市场突然掉头向
下，在3700点上方并未坚持太
长时间，尾盘放量跳水，跌破
3700点，市场再度开始全面走
弱。从成交量上看，市场缩量
明显，做多动能不足。

从盘面上看，高校教育改
革提速使得相关概念股成为
当日热点，复旦复华、方正科
技涨停；国务院通过大数据发
展行动纲要，拓尔思涨停；证
金持股概念股涨跌不一，表现
分化，金达威、驰宏锌锗等涨

停，梅雁吉祥跌停；国企改革
概念继续大跌，洛阳玻璃、瑞
泰科技、中粮生化、际华集团、
国投新集等10余只个股跌停；
权重蓝筹股等不仅未能发力
护盘，在早盘更是大幅走低，
直接打击了市场做多信心。

短期看，市场再度逼近
3400点至4100点箱体振荡的
下沿，而前期强势股如国企改
革概念股短期面临股价见顶
后的回撤，如市场不能尽快挖
掘出新热点以实现风格切换，
市场恐将面临新一轮下跌行
情，因此建议投资者短期以防
范风险为主，坚决回避前期涨
幅过大的品种并密切关注市
场能否快速企稳。民生证券

周四豫股指数低开冲高
后 大 幅 回 落 ，最 后 收 于
10902.21点，跌幅为2.83%，成
交金额171亿元。72家豫股
上市公司中，6家上涨，10家停
牌，56家下跌，中原高速强势
涨停，利达光电、三全食品、安
彩高科和羚锐制药收盘上涨，
而科迪乳业、洛阳玻璃、光力
科技、中航光电跌幅居前。从
盘面上看，股指振荡盘整格局
不变，走势仍将反复，同时题
材股持续性不强，轻仓参与即
可。

大盘方面，沪深指数受到
均线反压受阻回落，两市成交
量较周三继续萎缩。盘面上，
除电信运营板块上涨外，其他

板块皆收跌，其中船舶、航空、
运输服务和建筑板块跌幅居
前。

从大盘走势看，均线拐头
向下反压股指，整体上仍处于
振荡整理格局，可逢低关注热
点题材品种。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股指
整体仍处于振荡行情，建议继
续寻找热点题材进行参与。
中原高速（600020）强势涨停，
从封涨停时间和力度上看，周
五仍有冲高的机会，可适当逢
低 关 注 。 另 外 ，清 水 源
（300437）也处于振荡区间下
档附近，若有良好支撑或有短
线行情，也可适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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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亮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7.72%
资产总值：94004.8元
持仓：阳泉煤业14400股，大唐发
电8700股。
交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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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牛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1.95%
资产总值：442827.36元
持仓：华电国际13800股，万向钱
潮38000股。
交易：22.09 元买入万向钱潮
38000股，22.25元卖出万向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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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八五小金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1.58%

资产总值：1921069.84元
持仓：贵研铂业245100股，国恒
退100股。
交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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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9.59%
资产总值：1041680.42元
持仓：新安股份220000股，红旗
连锁412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新乡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杨小波)

8月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兰花花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62.77%
资产总值：143503.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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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巩义嵩山路
营业部投顾：范苔菁）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sqcxy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0.45%
资产总值：535929.5元
持仓：郑煤机1200股，冠城大通
13900股，力帆股份30000股，太
平洋31600股，岭南园林10200
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
投顾：宋秀英)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精彩活动 等您参与

1.主题：一周投资观点及后市研
判
地点：郑州经三路中原证券营业
部二楼多功能会议室
时间：8月22日15:00

电话：0371-65653552

2.主题：期权知识培训
地点：驻马店解放路中原证券营
业部二楼大厅
时间：8月22日15:30
电话：0376-2989875

3.主题：技术分析基础知识
地点：许昌南关大街中原证券营
业部八楼会议室
时间：8月22日9:30
电话：0374-2337711

4.主题：“炎黄汇利”及固定收益
理财产品推介
地点：焦作孟州西韩愈大街中原
证券营业部二楼会议室
时间：8月22日15:00
电话：0391-8109806

详细信息敬请关注中原证券
微服务（微信号：ccsccfzy）,专线
客服95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