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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线遇阻回落 市场振荡整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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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星期四）

大河股票池（11月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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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窄幅振荡，10日均线附近收出阴十字星，继续关注。安硕信息 300380 -1.78% 79.29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1.57% 21.32 周四KDJ金叉，继续关注。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1.46% 27.08 周四缩量回踩5日均线，继续关注。

600198

周四放量站上5日均线，继续关注。南都电源 300068 0.59% 17.00

（11月5日 星期四）

KDJ短期有望金叉，并站上5日均线，继续关注。新北洋 002376 0.53%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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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853.9元
收益率：-21.23%
持仓：中国中期（000996）
16500 股 ，焦 作 万 方
（000612）100股。
操作：无
（操作人：王永刚）

周四大盘在券商、银行、
保险以及一带一路等蓝筹股
带动下，继续大幅走高，一度
突破年线（3565点），最高达到
3585点，受到获利回吐以及解
套盘的抛压影响，市场出现了
冲高回落的走势，最终以3524
点报收。两市成交量大幅增
加，形成价升量增之势。两市
有50多只股票涨停。

从盘面上看，市场分化较
为明显，券商、银行、一带一路
概念股表现十分抢眼，券商股
走强主要是由于前期股价大
跌后券商股估值较低，10月份
市场行情向好，业绩得到支
撑，且未来金融创新空间很
大，加上深港通预期等多重利
好影响。券商板块可以在回
调的过程中，逢低关注。

短期看，市场在权重股的
带动下大幅走高，将3388点～
3490点的缺口区域强势回补，
阶段性牛市行情出现的可能
性大增，且在券商股集体走高
后，热点蔓延至一带一路等其
他蓝筹股概念，显示出当前市
场交易热情较高。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在早盘银行股上涨
过程中，中小市值题材股出现

大面积下跌。因此，假如市场
出现一波蓝筹股行情，需要投
资者注意中小市值个股的波
动风险。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把握
此次交易机会，围绕市场热点
选股，关注十三五规划概念
股、业绩有高送转预期的个股
以及国企改革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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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鹏飞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221.39%
资产总值：235398.9元
持仓：GQY视讯179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侯亚辉)

选手昵称：雪儿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130.18%

资产总值：613376.19元
持仓：中房股份10000股，大东海
4100股，山西三维40000股,中
航三鑫50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郭卫倩)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blj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61.31%
资产总值：2331434.53元
持仓：章源钨业264300股。
交易：17.75 元卖出 *ST 京蓝
1200股，47元卖出东方通16700

股，29.7元卖出奥飞动漫37300
股，41.18元卖出东诚药业27600
股 ，11.86 元 买 入 章 源 钨 业
2643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
投顾：王长江）

选手昵称：带你飞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59.3%
资产总值：4700463.89元
持仓：合众思壮132900股，烽火
通信130000股。
交 易 ：34.9 元 买 入 合 众 思 壮
12900股，26.24元买入烽火通信
130000股，60.09元卖出卫士通

300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吴保仪)

爆发组第二期晋级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股乐知
参赛时间：11月2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15.97%
资产总值：364338.24元
持仓：江南水务10200股。
交易：44.81 元卖出胜宏科技
7800 股，35 元买入江南水务
10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紫荆山路营

业部投顾：许柳生)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dsh
参赛时间：11月2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23%
资产总值：1625259.11元
持仓：一汽富维42500股，杭电股
份19800股。
交易：25.02 元卖出一汽富维
64700股，25.09元买入一汽富维
42500股，27.75元买入杭电股份
198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紫荆山
路营业部投顾：惠庆亮）

阳光电源 300274 -0.98% 27.28 周四缩量回踩5日均线，继续关注。

精彩活动 等您参与

1.主题：网上交易下载使用演示
及财富中原推广
地点：漯河黄河路中原证券营业
部三楼培训厅
时间：11月7日9:30

电话：0395-3152525

2.主题：周末投资学院（炎黄汇
利）
地点：安阳滑县文明路中原证券
营业部一楼大厅
时间：11月7日15:00

电话：0372-5502388

3.主题：股票期权专场
地点：平顶山新华路中原证券营
业部三楼会议室
时间：11月7日9:30
电话：0375-4851999

4.主题：中原E融业务推介及新
入市投资者教育
地点：郑州国基路中原证券营业
部一楼
时间：11月7日15:30
电话：0371-8601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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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12.31 周四收阳线，短线有企稳迹象。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0.41% 12.18 周四收十字星，观察年线突破情况。

600805

周四收长上影，需观望。营口港 600317 0.79% 5.12

周四收阳线，观察趋势线突破情况。郑煤机 601717 2.75% 7.11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49.43爱普股份 周四半年线附近小幅回落，保持关注。603020 -1.18%

周四振幅加大，成交趋于活跃，中线继续关注。贵州茅台 600519 0.73% 216.56

周四豫股指数早盘低
开高走，午后振荡回落，尾
盘收于 10149.70 点，收盘
上涨1.46%，成交金额稍有
放大。72家豫股上市公司
中，30家上涨，35家下跌，7
家公司停牌，整体来看是涨
跌各半。其中，通达股份、
濮阳惠成、豫金刚石等个股
涨幅居前，其余上涨个股整
体涨幅不大；安彩高科、智
度投资、牧原股份等个股跌
幅居前。

从盘面上看，豫股指数
突破万点大关，表现强势，
但是个股方面已经出现一
定程度的分化走势。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豫
股指数个股开始分化，大盘
继续前行，建议适度关注大
盘蓝筹股的交易性机会，对
于小盘题材可逢低吸纳，不
宜追涨。

中原证券

豫股开始分化

东阿阿胶 周四半年线附近强势整理，成交量温和放大，继续关注。-0.60%000423 4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