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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振荡回升 后市谨慎乐观
大河实战
账户

大河股票池（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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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四振荡上扬，保持关注。安硕信息 300380 4.80% 78.41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1.64% 23.54 周四放量收复20日均线，短期可关注。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2.67% 29.95 周四跳空上涨后回落，短线可关注。

600198

MACD有望金叉，短期可关注。南都电源 300068 5.56% 19.17

（12月17日 星期四）

周四创近期新高，短线可关注。新北洋 002376 0.78% 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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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491.35元
收益率：-0.9%
持仓：新纶科技（002341）
1100股，康盛股份（002418）
8400股，星宇股份（601799）
3800股。
操作：84.75元卖出赛摩电气
（300466）400股，96元卖出
恒锋工具（300488）700 股，
36.81 元 卖 出 星 宇 股 份
（601799）5000 股，55.92 元
卖 出 派 思 股 份（603318）
1000股，16.65元买入新纶科
技（002341）1100 股，38.38
元买入康盛股份（002418）
8400股。
（操作人：王永刚）

周四，美联储加息靴子落
地，宣布加息25个基点。因美
联储此次加息符合市场普遍
预期，欧美及亚太主要股指多
数 收 涨 。 A 股 市 场 上 涨
1.81%，报收于3580点，深成
指 上 涨 2.51% ，报 收 于
12825.48点，中小板指数上涨
2.01%，报收于8512.47点，创
业板指数上涨2.63%，报收于

2835.70点。沪深两市超过九
成个股上涨，其中145家个股
涨停。短期内随着美元加息、
新股发行注册制等问题的逐
渐明朗，不确定风险因素有所
减少，而再一批新股发行将于
下周三起发行，解冻资金的批
量入市有助推动股指振荡回
升，可保持相对乐观。

周四大盘呈现资金净流

入，从资金流向观察，资金流
向多个行业，其中房地产、电
子信息、输配电、软件服务、商
业百货等居资金流入前列。
在权重股轮动推动股指稳步
回升的背景下，充电桩、杭州
亚运、云计算、广东国资、生态
农业、养老服务等题材股涨幅
居前，而这些题材股基本属于
有望享受政策红利或存在事

件催化因素。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近期

密切关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
2016年“一号文件”，其中有望
享受政策红利的智慧城市、海
绵城市、安防、农业电商、充电
桩、养老、在线教育等概念股
逢低布局，但切忌盲目追高。

民生证券

阳光电源 300274 8.87% 28.12 周四放量收复多条均线，短期可关注。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2.32% 12.78 周四收阳线，观察量能持续情况。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1.35% 15.71 周四收十字星，上升趋势未变。

600805

周四收阳线，短线有企稳迹象。营口港 600317 2.17% 4.71

周四收阳线，短线或振荡调整。郑煤机 601717 1.76% 7.52

惠而浦 600983 1.95% 13.56 周四收小阳线，需观望。

63.75爱普股份 周四继续上涨，保持关注。603020 5.18%

周四价升量增，股价重回均线之上，继续关注。贵州茅台 600519 0.91% 215.86

周四豫股指数小幅高开，
之后一路振荡上扬。收盘报
收 于 10909.51 点 ，上 涨
221.51 点，涨幅 2.07%，成交
金额241.78亿元，成交量较周
三放大三成。72家豫股上市
公司中，2家公司停牌，70家
上涨，无一下跌。

从盘面上看，周四豫股指
数再次展开振荡上攻走势，量
价齐升，向上突破并站稳20
日均线。在豫股投资机会上，
豫股指数周四表现强于大盘，
板块个股全线上涨。困扰市
场走势的因素消除后，指数反
弹意愿更加强烈，后市振荡向
上的可能性加大，但仍需关注
成交量的配合，建议关注两类
股：年报业绩预增但涨幅相对
滞后的个股、具有高送转预期
的中小盘个股。 中原证券

豫股放量大涨
东阿阿胶 周四再度企稳上涨，保持关注。2.40%000423 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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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星期四）

大师赛

参赛组别：5万～50万元
选手昵称：老马识途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4.9%
资产总值：156514.26元
持仓：华业资本226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焦作解放中
路营业部投顾：刘全忠)

选手昵称：飞燕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34.63%
资产总值：347971.45元
持仓：三元股份3000股，重庆百
货1000股，交通银行10000股，
申万宏源1800股，京东方10000
股，齐峰新材11000股，向日葵
3000股，猴王1：100股。
交易：6.43 元买入向日葵 1000
股，3.45 元卖出河北钢铁 5100
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阳红旗路
营业部投顾：程海荣)

选手昵称：金金666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19.9%
资产总值：233895.98元
持仓：西水股份7000股，今世缘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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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组别：50万元以上
选手昵称：大哥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121.33%
资产总值：2669558.03元
持仓：吉恩镍业369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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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C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收益率：51.47%
资产总值：1300796.26元
持仓：光大证券2100股，西部证
券31800股，海峡股份20900股，
中恒集团 4200 股，浙江众成
1400股。
交易：24.63 元卖出光大证券
1100 股，25.1 元买入光大证券
2100股，24.22元卖出双象股份
1600 股，19.6 元买入浙江众成

1400 股,7.89 元买入中恒集团
3200股。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新乡人民路
营业部投顾：李卫兵)

选手昵称：中原老刘
参赛时间：12月1日
账户类型：普通账户
收益率：51.36%
资产总值：1839720.57元
持仓：九洲电气135400股。
交易：无
(服务支持：中原证券安阳中华路
营业部投顾：刘翔)

中原证券新密东大街营业部
位于新密市东大街与行政路交叉
口西南角花样年华酒店五楼。营

业部地处新密市中心区域，交通
便利，环境舒适，服务设施一
流。投资顾问团队具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投
资理财服务。我们秉承“服务至
上，客户为先”的经营理念，规范

经营、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与您
携手共创财富。营业部全体员工
竭诚欢迎您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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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