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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点反复争夺
大河实战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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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中原
中原证券第二届实盘理财竞技大赛（10月9日 星期五）

大河股票池（10月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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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窄幅振荡，建议逢高减持。中国中车 601766 -0.22% 13.31

中国联通 600050 0 6.14 周五缩量窄幅振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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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19.94 周五KDJ金叉，继续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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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均线多头排列，持股为主。南都电源 300068 1.97% 13.46

（10月9日 星期五）

周五创近期新高，持股为主。新北洋 002376 2.48%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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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320.9元
收益率：-29.14%
持 仓 ：洛 阳 钼 业（603993）
31500股。
操作：8.69 元卖出山西三维
（000755）5000 股，8.39 元卖
出深科技（000021）20200股，
32.61 元 卖 出 文 科 园 林
（002775）2200股，7.16元卖出
新能泰山（000720）10000股，
11.29 元 买 入 洛 阳 钼 业
（603993）315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在外围市场普遍上涨的
带动下，国庆节后沪深两市实
现了开门红，以向上跳空的方
式站在短期均线以上，量能也
同步放大。信息技术、中药、
航天军工、充电桩等都有较好
的表现，而银行、保险、有色金
属等权重股经历了短线的回

调后，也出现了稳步的上扬，
助推指数继续向上拓展空
间。

对于后市，由于市场在
2850点～3235点已经盘整了
一月有余，箱体的顶部在3200
点一带，如果市场能在蓝筹股
稳定的情况下，题材股不断轮

动，带来较好的赚钱效应，那
么市场有望冲击3200点以上，
量能的放大以及蓝筹股的超
跌反弹，是后市趋势性上涨的
主要因素。

从周K线上看，上证综指
已 经 站 在 5 周 均 线 以 上 ，
MACD绿柱开始缩短，显示市

场抛压有所减轻，10周均线和
60周均线对市场构成反压，位
置在3350点附近，也意味着，
市场如果能够有效突破前期
的箱体位置，有可能反弹到
3350点一带。操作上，在市场
趋势没有形成前，仍以短线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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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9%
资产总值：130798.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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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5%
资产总值：309270.86元
持仓：伊利股份 600 股，券商
B110份，罗平锌电1000股，浙富
控股6300股，证券B42份，银华
日利2300份。
交 易 ：0.975 元 卖 出 创 业 板
A12300份，7.93 元买入浙富控
股23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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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
资产总值：112720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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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5%
资产总值：1524552.80元
持仓：招商地产25000股，赣锋锂

业27800股。
交易：26.90 元买入赣锋锂业
278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杭州新华路
营业部投顾：郑小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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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91%
资产总值：154297.68元
持仓：太阳鸟1000股。
交 易 ：10.5 元 卖 出 鲁 抗 医 药
11200股，16.13元卖出新海股份

5600股，18.36元卖出鸿特精密
2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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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老刘
参赛时间：10月8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4.6%
资产总值：1244920.68元
持仓：九洲电气1327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阳中华路
营业部投顾：刘翔）

阳光电源 300274 2.83% 25.05 周五盘中再次突破60日均线，持股为主。

您问我答

问：我现在报名参加中原证
券“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

是不是有点晚了？还可以报名
吗？

答：您好！2015年度（第二
届）中原证券“赢在中原”实盘理

财竞技大赛10月25日前仍接受
广大投资者报名参赛。11月份
为各组别和赛段的晋级赛；12月
份开展大赛年度总决赛——大师

赛。欢迎您现在报名参赛，并预
祝您成功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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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11.20 周五缩量收十字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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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10.37 周五缩量收十字星，需观望。

600805

周五收小阳线，短线有企稳迹象。营口港 600317 0 4.83

周五放量收小阳线，短线可能进一步上攻。郑煤机 601717 2.14% 6.68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41.73爱普股份 周五小幅上涨，维持振荡盘整格局，继续关注。603020 0.12%

周五缩量回调，继续关注。贵州茅台 600519 -0.29% 196.95
周五豫股指数早盘高开维

持小幅波动，午后随大盘振荡
走高，尾盘收于8865.77点，上
涨2.31%，成交金额141.30亿
元，量能继续放大。72家豫股
上市公司中，58家上涨，9家停
牌，1家平盘，仅有4家下跌。
其中，智度投资、华英农业、平
煤股份、大地传媒、黄河旋风等
5只个股涨停，豫光金铅、新开
源、通达股份等个股也涨幅居
前。从盘面上看，豫股板块个
股连续两日普涨，突破5日、10
日、20日和30日等中短期均线
压制，表现强势。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由于
豫股指数和大盘均创近期反弹
新高，整体市场维持做多氛围，
因此可继续持股，适合波段操
作，建议关注二胎、新能源和国
企改革等主题。

中原证券

豫股再现普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