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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面临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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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 星期二）

大河股票池（9月29日 星期二）

民生证券河南分公司投顾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周二继续走弱，考虑逢高减仓。中国中车 601766 -4.23% 12.67

中国联通 600050 -2.12% 6.01 周二收出缩量十字星，暂保持观望。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4.03% 18.33 周二回踩20日均线，观察支撑力度。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0 16.33 重大事项停牌。

600198

周二回踩10日均线，持股为主。南都电源 300068 -1.64% 12.00

（9月29日 星期二）

多条均线黏合，继续持股。新北洋 002376 -0.58%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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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331.93元
收益率：-32.53%
持仓：山西三维（000755）5000
股，杉杉股份（600884）4000股，
新能泰山（000720）10000股，威
创股份（002308）2000 股，南玻
（000012）12100股。
操作：34.49 元卖出杭州高新
（300478）2200股，20.38元卖出
万马股份（002278）2100股，9.32
元卖出冠豪高新（600433）5000
股 ，31.85 元 卖 出 洛 阳 玻 璃
（600876）5800股，6.16元卖出梅
雁吉祥（600868）股，8.19元买入
山 西 三 维（000755）5000 股 ，
25.05元买入杉杉股份（600884）
4000 股，7.41 元买入新能泰山
（000720）10000股，14.47元买入
威创股份（002308）2000股，8.94
元买入南玻（000012）121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受国际市场大跌影响，周
二沪深两市大幅走弱，沪指再
度下探3000点。从盘面上看，
早盘市场热点依旧围绕在题
材股方面，二胎概念股再度逆
市走强，蓝筹股继续振荡走
弱。午后，两市快速跳水，沪
指跌幅超2％逼近3000点，之

后券商股开始集体拉升护
盘。两市全天共计成交4200
亿元，继续低迷。

临近国庆长假，市场面临
多重压力，一是部分参与者的
避险情绪升温和部分个股获
利回吐对大盘形成压力，二是
市场观望气氛渐浓，股市人气

持续低迷，市场成交萎缩制约
着市场的向上空间，三是9月
30日是清理伞形信托的大限，
伴随着配资盘被不断清理，市
场也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抛压，
因此A股在长假前后或再度
下探前期低点。

目前市场一直在2800点

至3200点附近保持窄幅振荡
的态势，市场热点相对较少且
切换速度较快，交易难度较
大，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逢
低布局，不要轻易追高，短线
交易者可围绕盘中热点适当
参与。

民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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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43.17%
资产总值：12609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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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昵称：shi518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4.72%
资产总值：305353.09元
持仓：伊利股份 600 股，券商
B110份，罗平锌电500股，浙富
控股1500股，证券B42份，银华
日利 2600 份,创业板 A12300
份。
交易：102.743元卖出银华日利
100 份 ，0.959 元 买 入 创 业 板
A12300份。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经三路
营业部投顾：时文娟）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孟铠·越挫越勇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1.9%
资产总值：1046791.66元
持仓：山东黄金94700股，西部黄
金2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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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昵称：小文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5.03%
资产总值：1435613.15元

持仓：招商地产25000股。
交易：27.55 元买入招商地产
250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杭州新华路
营业部投顾：郑小明)

9月爆发组公开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开拓进取
参赛时间：9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6.08%
资产总值：147749.73元
持仓：太阳鸟1000股，先锋新材
1000股，元力股份2500股。
交易：8.16元买入先锋新材10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南阳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穆凯东)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股乐知
参赛时间：9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28.94%
资产总值：240819.65元
持仓：亚玛顿102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紫荆山
路营业部投顾：许柳生）

阳光电源 300274 2.92% 24.00 周二逆市上涨，持股为主。

中原证券上海大连西路证券
营业部成立于1993年，在“诚实、
稳健、创新、高效”的企业精神指
导下，追求“以市场为导向，以客
户为中心，以信誉为根本”的业务
理念，以客户资产增值为根本目

标，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的交易
代理通道和高水平的投顾服务。
目前营业部投资顾问4人，分别
服务各个业务部团队，每个团队
都有各自的特点，集营销服务为
一体，针对不同客户提供个性化

的服务。其中徐文明带领的投顾
小组已成为营业部的品牌，号召
力强大，服务的高净值客户来自
全国各地；杨诚彬带领的投顾小
组咨询产品十分有特色，他们的

“大盘直击”主要针对依赖指导型

客户，每天从盘面上点评当前热
点，解析操作机会，成为客户定心
丸；张健带领的投顾小组擅长基
本面与技术面结合，张健是从业
22年、经验丰富的新中原人，风
格稳健，在近期的服务客户和周

末投资者教育活动中得到客户的
一致好评。中原证券上海大连西
路营业部是您值得信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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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3.54% 10.34 周二收阴线，仍需观望。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4.15% 9.47 周二收阴线，仍需观望。

600805

周二收阴线，短线可能进一步下挫。营口港 600317 -3.38% 4.58

周二收阴线，观察平台支撑情况。郑煤机 601717 -2.95% 6.25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39.28爱普股份 周二缩量调整，继续观望。603020 -1.43%

周二尾盘小幅拉升，收出阳十字，继续关注。贵州茅台 600519 -0.63% 190.17

周二豫股指数早盘随大盘低
开近2%，全天宽幅波动，尾盘收
于8330.11点，下跌2.50%，成交
金额99.09亿元，与上日持平，延
续地量水平。72家豫股上市公司
中，13家上涨，11家停牌，1家平
盘报收，47家下跌。其中，洛阳玻
璃继续涨停，在弱势中4连板成为
豫股板块的明星股。从盘面上
看，豫股板块个股跌多涨少，仍是
弱势振荡格局。豫股指数缩量跌
破5日、10日、20日均线支撑，后
市短期走势仍不明朗。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由于豫
股指数缩量下跌，未能摆脱盘整
格局，且长假将至，建议多看少
动，控制仓位。 中原证券

豫股交投清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