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A152015年11月12日
责编刘春辉 美编李庆琦证券

大盘缩量振荡 后市谨慎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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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星期三）

大河股票池（11月1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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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三依托5日均线强势整理，继续关注。安硕信息 300380 1.57% 87.25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3.06% 24.55 周三放量收复年线，持股为主。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0.87% 29.12 周三回踩5日均线和半年线后继续上涨，可持续关注。

600198

周三上涨稳健，可持续关注。南都电源 300068 0.48% 18.98

（11月11日 星期三）

周三回踩5日均线后上涨，可继续关注。新北洋 002376 0.06%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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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8798.11元
收益率：-18.24%
持仓：濮阳惠成（300481）100
股，梅雁吉祥（600868）2400
股，际华集团（601718）2900
股，德尔股份（300473）3900
股。
操作：52.75 元买入濮阳惠成
（300481）100股，8.478元买入
梅雁吉祥（600868）2400 股，
14.38 元 买 入 际 华 集 团
（601718）2900股，84.657元买
入 德 尔 股 份（300473）3900
股，32.36 元卖出东方银星
（600753）1300 股，16.24 元卖
出高盟新材(300200)1200股，
24.33 元 卖 出 中 国 中 期
（000996）138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周三沪深两市开盘后呈
现分化格局，沪指维持振荡走
势，而创业板指数则继续振荡
上行，临近尾盘，券商板块再
次拉起，带动沪指强势翻红，
沪深股指均以一根小阳线报
收，两市量能小幅萎缩。

盘面上，两市板块和个股
整体保持活跃态势，但轮动分
化格局更加明显。行业板块
方面，互联网、电信运营、文教

休闲、电器仪表等板块涨幅居
前，而前期对指数形成有力支
撑的金融、有色等权重板块则
呈现回调态势，但是，本轮反
弹的先锋券商板块在经过短
暂的振荡后盘中再次发力。
另外，网络游戏、次新股、宽带
提速、ST板块、地方国企改革
等概念表现活跃。其中，次新
股、ST板块成为涨停股集中
地。次新股上市时间短，主力

控盘力度小，以及业绩担忧不
大、高送转等预期，因此容易
成为投资者重点炒作的对象，
而每到四季度，摘星脱帽行情
都是A股经常性的热门题材
之一，随着四季度行情的逐渐
深入，各ST公司纷纷开始打
响“保壳战”，因此ST股中部
分扭亏股年底前也有望走出
一波较好的行情。

整体来看，市场在经过近

几日的大幅反弹后，个股已然
呈现出普涨格局，短期个股积
累了一定的获利筹码，存在振
荡的要求，但是，本轮反弹的
动能依然较为充足。因此，大
盘深幅调整的可能性较小，在
经过短期的盘整后，继续振荡
上升的概率较大。操作上，投
资者可规避涨幅较大品种，调
仓参与滞涨股反弹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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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95%
资产总值：3280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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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灿)

选手昵称：屡战屡败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69.58%
资产总值：75200.67元
持仓：万邦达4500股。
交易：10.45 元卖出东南网架
7000 股，25.93 元买入万邦达
45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濮阳分公司
投顾：张树锋)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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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6%
资产总值：5194599.45元
持仓：科大讯飞82600股，合众思

壮132900股。
交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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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cxy
参赛时间：8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61.15%
资产总值：662137.8元
持仓：冠城大通15000股，太平洋
11600股，郑煤机1200股，力帆
股份30000股，本钢板材25800
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

投顾：史地)

爆发组第二期晋级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福七七
参赛时间：11月2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65.59%
资产总值：10211606.54元
持仓：实达集团530900股，燕京
啤酒485600股。
交易：11.22 元卖出实达集团
380000股，8.76元买入燕京啤酒
4856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商丘分公司

投顾：史地)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LY-冰月
参赛时间：11月2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2.39%
资产总值：21881147.86元
持仓：兴业证券1700000股。
交易：14.15 元卖出协鑫集成
1554108股，11.73元卖出中国重
工1000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洛阳分公司
投顾：李亚格)

阳光电源 300274 2.56% 28.90 周三上涨稳健，有望挑战前高，可继续关注。

中原证券为服务广大投资
者，设立了“财富中原大讲堂”视
频服务课程。本期介绍“业务
篇”。业务篇涵盖了融资融券业

务、约定购回业务、新三板业务及
相关业务参与流程等，帮助您直
观、快速地了解和掌握相关业务
知识。更多视频内容请登录中原

证券官网（www.ccnew.com)—
投资者教育基地—“财富中原大
讲堂”或关注“财富中原微服务”
（微 信 号 ：ccsccfzy) —“ 享 服

务”—“今日微闻”查看相关视频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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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12.73 周三收小阳线，短线可能继续上攻。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3.75% 13.54 周三收中阳线，面临半年线压制。

600805

周三收小阳线，短线可能维持振荡。营口港 600317 0.97% 5.19

周三收阳线，上攻趋势未变。郑煤机 601717 0.67% 7.47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56.70爱普股份 周三加速上扬，关注前高57.2元能否突破，暂持股。603020 7.37%

周三在120日均线附近振荡蓄势，保持关注。贵州茅台 600519 -1.00% 220.15

周三豫股指数平开振荡，
午 后 振 荡 拉 升 ，尾 盘 收 于
10695.42点，上涨1.25%，成交
金额215.89亿元，成交量小幅
萎缩。72家豫股上市公司中，7
家公司停牌，50家上涨，14家
下跌，1家平盘。其中，新开源、
利达光电、濮阳惠成等个股涨
停，清水源、普莱柯等个股也涨
幅居前，涨幅超过6%。从盘面
上看，豫股指数连续7连阳逼近
半年线附近，均线系统形成多
头排列，趋势完好。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由于
豫股指数和大盘均站上年线，
维持上升趋势，因此继续精选
个股波段操作。但由于近期涨
幅较大，可以适度减仓，弃高就
低进行调仓。

中原证券

豫股逼近半年线
东阿阿胶 周三止跌收阳，有利后市，继续关注。0.08%000423 4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