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 A112016年1月12日
责编刘春辉 美编李庆琦证券

3000点告急 防御仍是上策

大河股票池（1月1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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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大幅下跌，继续关注。安硕信息 300380 -10.00% 46.98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9.98% 17.67 极端行情，观望为主。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9.98% 25.89 消息刺激股价涨停。

600198

极端行情，观望为主。南都电源 300068 -10.00% 14.22

极端行情，观望为主。新北洋 002376 -9.97% 13.64

上周最新公布的美国
2015年 12月非农就业强劲，
美联储一季度再度加息的预
期引发欧美主要股指上周末
大幅下挫。周一早盘，沪深股
指小幅低开后全天振荡走低，
沪指收盘报3016.70点，下跌
5.33% ；创 业 板 指 数 收 报
2106.36点，大跌6.34%；深成
指和中小板指数分别下跌
6.21%和6.32%。资金继续流

出A股市场，其中机械、房地
产、电子元器件、医药、券商等
行业位列资金流出前列。沪
深两市九成个股下跌，其中超
过1300只个股跌停，上周低位
走强的煤炭、钢铁板块也返身
向下，沪指3000点告急，市场
笼罩在一片悲观氛围中，短期
走势不容乐观。

上周六，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去年12月CPI同比上

涨1.6%，全年CPI涨幅1.4%，
创下六年来新低，与此同时，
全年PPI同比跌幅进一步加深
且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市
场预期今年货币政策仍将在
边际上维持相对宽松，降准降
息或仍然可期。但美联储今
年相对确定的加息预期，使得
降准降息对新兴资本市场的
刺激效用呈边际递减。

周一，美元兑人民币中间

价多在6.5833附近徘徊，短线
有所企稳，但目前全球金融市
场情绪悲观，避险情绪升温，
作为风险资产之一的人民币
长期贬值压力仍存，而资本的
外流使得A股仍将承压。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仍采
取防御策略，逢反弹降低仓
位，遇急跌抄底仓位也宜快进
快出，短线以持币为宜。

民生证券

阳光电源 300274 -9.67% 19.90 极端行情，观望为主。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9.34% 9.51 周一收长阴线，短期并未有扭转趋势。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10% 10.89 周一报收跌停，短期需继续观望。

600805

周一收中阴线，观望。营口港 600317 -5.58% 4.06

停牌。郑煤机 601717 0 7.52

惠而浦 600983 -2.79% 11.49 周一收小阴线，短期有止跌企稳趋势。

44.64爱普股份 周一继续下行，保持观望。603020 -7.81%

周一再度下行，短线走势不容乐观。贵州茅台 600519 -2.33% 199.86

周一豫股指数早盘低开低
走，午后继续下挫，收于9257.44
点 ，大 跌 5.23% , 成 交 金 额
165.22亿元，成交量小幅萎缩。
73家豫股上市公司中，7家停
牌，60家下跌，4家上涨，2家平
盘。其中，思维列控涨停，佰利
联、神火股份、牧原股份等个股
红盘报收，28家跌停。

从盘面上看，市场仍处于持
续弱势状态，不适合参与，需要
回避风险。

大盘方面，周一A股低开低
走，沪指收盘重挫 5.33%，报
3016.70点，再创本轮调整新低，
3000点岌岌可危。两市合计成
交6641亿元，行业板块全线下
跌，两市上千只股票跌停。熔断
虽然暂停，但是下跌趋势已经形
成，市场恐慌性情绪仍未缓解。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在下行
趋势中建议投资者观望为主，规
避风险。 中原证券

豫股缩量暴跌

东阿阿胶 周一振荡走低，短线观望。-3.96%000423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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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证券2015年度（第二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
“中原投资大师”投顾服务支持优秀证券营业部介绍

改变服务方式 资产保值增值
——中原证券安阳中华路证

券营业部投顾团队

中原证券安阳中华路营业部
投顾团队在2015年开始以团队
协作的服务模式为广大投资者进
行服务，目前团队成员共12名，
以营业部总经理为负责人。其
中，高经投资顾问和投资顾问共
6名，其中3人拥有15年以上证
券从业经历，具有丰富的实践操
作经验。

新的投顾团队成立后营业部
以每周六上午的中原投资学院为
契机，邀请营业部投资者到现场，
由高级投资顾问对证券市场一周
回顾、市场热点板块分析、主力操
盘手法、市场运作节奏、热点炒作
逻辑、技术指标应用和新业务介

绍等进行反复讲解，并针对投资
者的持仓情况，制定合理的资产
配置计划和风险控制机制，帮助
他们在2015年跌宕起伏的行情
中获得丰富经验和较好的账户收
益。

2015年，安阳中华路营业部
借助公司举办第二届“赢在中原”
实盘理财竞技大赛，投顾团队积
极与投资者交流沟通，组织投资
者参赛。同时，这次比赛也展示
营业部投资顾问的水平。根据投
资比赛的性质，让投资者认为不
单纯是炒股比赛，而是理财竞技
大赛，投资品种可以有港股通、基
金、债券、融资融券、炎黄汇利和
恒利宝等，鉴于投资者的投资风
格不同，营业部定期邀请参赛选
手来现场交流沟通市场行情，共
同分析重仓股票，帮助选手制定

下一步的操作计划，让投资者保
持一种平常心参与到比赛中。

本次参赛选手“中原666”是
一名投资风格相对激进的投资
者，虽然只有较短的投资经验，但
客户有一套自己的选股思路和技
术分析方法，逐步形成了适合自
己的操作方法。投资者善于把握
市场热点的短线投资机会，并且
对有资产重组预期的上市公司进
行重点的分析研究。投资者操作
的股票中，有好几只股票都有停
盘重组的情况，投资者目前持有
的重仓股，也处在停盘之中，成功
躲避了股灾，并且把握住了机会，
资产实现翻倍。投资者独到的眼
光使得在今年大幅波动的行情
中，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最
终，选手“中原 666”以收益率
174.01%荣获 2015 年度（第二

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
赛5万~50万爆发组投资大师称
号。

另外，参赛选手“中原老刘”
是一名有十几年投资经验的稳健
型投资者，具有一套成熟的投资
理念和体系。他有过多次非常成
功的长线投资成功案例，营业部
曾经多次邀请他来现场进行经验
交流沟通，验证了“短线是银，长
线是金”的投资理念。选手最终
获得2015年度（第二届）“赢在中
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50万爆发
组投资大师。

针对今年投资者增加较多的
情况，营业部投顾团队安排从业
经历在5年以上的投资顾问每周
一下午举办新进投资者培训课
堂，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讲解，例
如：如何下载交易软件、如何使用

手机掌中网软件，如何进行股票
委托买入卖出、软件中的各种菜
单如何使用、股票的基本面和股
票的简单技术分析判断等，通过
投资顾问耐心细致的培训，让投
资者选择合理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操作。同时针对年轻的投资群
体，进行互联网线上的一个小小
创新，开通在线语音理财课堂，投
资者可以使用手机或电脑，登录
在线语音理财课堂。每天下午收
盘之后进行收盘讲解，同时根据
投资者需求实时进行个股咨询答
疑。

中原证券安阳中华路营业部
投顾团队服务理念：以饱满的热
情为投资者提供资产保值增值的
服务。

目前，A股投资者主要担心
2个问题，一是宏观面人民币贬
值对A股形成冲击，预期短期
内会改善；二是大股东减持对股
市形成压力。这一市场治理问
题正在改善，一方面管理层对减
持作出合理限制，另一方面已有
上市公司大股东承诺延后减
持。在经历快速下跌后，边际上
利好已现，边际资产价格有动力
向上改善。预计本周市场的波
动率会收敛，投资者持股意愿会
从低位改善性增强。

操作策略方面，蓝筹和成长
的具体方向——弹性和安全之
间，我们选择安全。蓝筹方面，
可选择的方向有黄金板块(山东
黄金等)、钢铁(供给侧改革)、银
行(稳定)、航空(南方航空、东方
航空等)、券商(资本市场改革)；
成长方面，创业板过去两周累计
下跌20%多，成长股超跌机会
存在，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
(比亚迪)、VR(弘高创意)、幼教
(时代出版)、出境游(腾邦国际)、
智能汽车(欧菲光)、二胎等。

华泰证券

短期继续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