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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无趋势窄幅波动
受下周新股即将申购、上
股交“科技创新板”正式获批、
新三板研究推出向创业板转
板试点等因素影响，周一市场
冲高回落，各主要指数均以下
跌报收。其中，上证综指下跌
0.56%、深成指下跌 0.91%、中
小板指数下跌 0.56%、创业板
指数下跌 1.06%。沪深两市除
ST 股外，79 家个股涨停，16 家
个股跌停。当日仅有微量资

金流入银行、保险行业，其余
主要行业均呈现资金流出，尤
其是电子信息、机械、电子元
器件行业资金流出居多。在
当前股指处于无趋势窄幅波
动期间，场内资金套现意愿较
强。
市场自 10 月上涨以来，升
幅约 14%，创业板指数涨幅近
30%，其间个股轮动，不乏翻番
个股。但临近年末，随着美元

大河股票池（11 月 23 日

加息再度升温，我国央行的货
币宽松空间已相对有限，在资
金面难以出现超预期宽松的
背景下，新股发行重启对二级
市场资金分流压力渐显。自
下周一开始，首批 10 只新股将
陆续申购，为了申购新股，打
新资金既要维持一定市值，又
要保持一定现金持有量。因
此，在新增资金不愿介入已有
较大涨幅的新兴产业、高估值

个股的情况下，一些具有低估
值、现金流充沛、高股息率的
个股受到资金青睐，如港口、
水电、高速公路股、银行等蓝
筹品种，尤其具有较强国资改
革预期的品种成为当前补涨
的主要品种。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保持
谨慎策略，择机高抛低吸，为
申购新股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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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600805

4.16%

13.03

周一收中阳线，关注箱体突破情况。

天龙光电

300029

-4.32%

13.72

周一收中阴线，短线趋势转弱。

营口港

600317

-1.17%

5.07

周一收阴线，
关注均线突破情况。

郑煤机

601717

-2.25%

7.40

周一收阴线，
短线可能维持盘整状态。

惠而浦

600983

0

14.88

重组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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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硕信息

300380

-2.27%

74.96

周一窄幅振荡，保持关注。

爱普股份

603020

-1.06%

55.24

周一冲高回落，继续关注。

贵州茅台

600519

-0.51%

212.62

周一窄幅振荡，继续关注。

-0.90%

48.66

周一冲高回落，保持关注。

东阿阿胶

000423

收盘价（元）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600198

-3.55%

24.71

周一冲高后回落，
观察 10 日均线支撑力度。

科陆电子

002121

-3.38%

28.58

连续缩量回调，20 日均线处或有支撑。

南都电源

300068

-3.32%

19.50

周一收长上影，短期仍可关注。

新北洋

002376

-2.39%

15.50

周一缩量回调，关注 20 日均线支撑力度。

阳光电源

300274

-2.69%

28.23

周一冲高回落，28 元左右或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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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28.88 元
收益率：
-3.87%
持仓：中国中期（000996）27
股，蓝思科技（300433）3200
股，沃华医药（002107）6800
股 ，新 能 泰 山（000720）500
股。
操 作 ：29.949 元 卖 出 中 国 中
期（000996）6500 股 ，57.07
元 卖 出 中 源 协 和（600645）
5100 股，90.035 元买入蓝思
科 技 （300433） 3200 股 ，
28.59 元 买 入 沃 华 医 药
（002107）6800 股 ，10.16 元
买入新能泰山（000720）500
股。
（操作人：
王永刚）

周一豫股指数早盘高开
高走，午后振荡回落，尾盘收
于 11210.48 点，上涨 1.85%，
成交金额 276.31 亿，量能大幅
放 大 。 72 家 豫 股 上 市 公 司
中，5 家公司停牌，25 家上涨，
41 家下跌，1 家平盘。其中，
洛阳钼业、佰利联 2 只个股涨
停，西泵股份、雏鹰农牧等个
股 也 涨 幅 居 前 ，涨 幅 超 过
5%。通达股份，智度投资、辉
煌科技等个股跌幅居前，跌幅
超 6%。
从盘面上看，豫股指数再
次放量成功创出本轮反弹新
高，高位长上影也凸显豫股指
数进入了压力区。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由于
市场出现高位振荡，建议以振
荡思路操作，保留部分底仓，
增量仓位高抛低吸，特别对于
前期涨幅较小的个股可持续
关注。
中原证券

收盘价（元）

点评

赢在中原

中原证券第二届实盘理财竞技大赛（11 月 23 日 星期一）
参赛组别：5 万～50 万元
选手昵称：赵鹏飞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226.35%
持仓：
中源协和 127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
崔灿)

B 账户

豫股跌多涨少

大唐电信

耐力组第二期公开赛

（11 月 23 日 星期一）

点评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股票名称

大河实战
账户

选手昵称：雪儿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
146.17%
持仓：中房股份 10000 股，*ST 川
化 10000 股，大东海 A4100 股，
山 西 三 维 40000 股 ，中 航 三 鑫
50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桐柏路营业
部投顾：
郭卫倩)

选手昵称：老顽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119.78%
持仓：中信证券 800 股，西藏天路
400 股，爱普股份 300 股，常山股
份 1200 股，厦门钨业 1300 股，宁
波 银 行 2000 股 ，森 源 电 气
1032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南阳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
谢海华)

选手昵称：cyy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149.08%
持仓：天喻信息 8600 股，吉恩镍
业 200 股，厦门港务 100 股，通达
动力 4100 股，
汉得信息 1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郑州桐柏路
营业部投顾：
吴保仪)

参赛组别：50 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持续稳定盈利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146.88%
持仓：维维股份 4000 股，青松建
化 7000 股，山西焦化 3000 股，厦
门国贸 3000 股，通宝能源 3000
股，庞大集团 13000 股，澄清股份
4000 股。

选手昵称：孟铠·越挫越勇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74.16%
持仓：江苏吴中 33500 股，山东黄
金 94700 股，
西部黄金 24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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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原 证 券 2015 年 度（第 二
届）
“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

赛 2015 年 4 月 1 日开赛。每日英
雄榜依据当日清算前数据整理。

想了解更多优秀选手及投资顾
问详细信息，敬请登录中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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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组第二期晋级赛
参赛组别：5 万～50 万元
选手昵称：LY 志武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43.72%
持仓：
天源迪科 33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洛阳分公司
投顾：
陆伟)
选手昵称：高峰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40.67%
持仓：大连港 1500 股，友阿股份
3000 股，
德尔股份 13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阳红旗路
营业部投顾：
程海荣)

网（www.ccnew.com- 财 富 中
原），详细信息敬请关注中原证券

参赛组别：50 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小弟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62.18%
持仓：通达动力 92900 股，汉得信
息 2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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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天蓝蓝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
48.53%
持仓：
紫光股份 125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洛阳分公司
投顾：
李亚格)

微服务（微信号：ccsccfzy）。中
原证券专线客服电话 95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