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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领涨 大盘小幅收红

大河股票池（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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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收出止跌小阳线，保持观望。安硕信息 300380 2.35% 50.46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大唐电信 3.31% 16.83 周一收于5日均线之下，短期观望。

国都证券郑州花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科陆电子 002121 3.93% 23.80 周一KDJ金叉，短线可适当关注。

600198

周一收复多条均线，短线可适当关注。南都电源 300068 2.92% 15.85

周一收复5日均线，观察股价能否近日企稳。新北洋 002376 2.43% 13.93

周一早盘大幅低开后振
荡上行，中小盘股表现强于权
重股，收盘各主要指数均以上
涨报收，其中沪指上涨0.44%，
创业板指数上涨2.94%。两市
短线呈超跌后的缩量上涨
走势。软件服务、电子信息、
机械、电子元器件等行业位列
资金流入前列，而上周逆市活
跃的煤炭、钢铁、电力、银行则
成为当日资金流出的主要行

业。个股涨多跌少，除ST股
外，共有90家个股涨停，10家
个股跌停。随着率先止跌回
升的创业板指数重新站上5日
均线，沪指尽管以2913.84点
收盘尚未收复5日均线。

自1月4日下跌以来，短
短11个交易日，沪指最大跌幅
约 20%，创业板指数跌幅约
26%，短线的连续急跌使得多
项技术指标在低位出现背离

现象，技术性超跌反弹有望一
触即发。另外，央行17日下发
《关于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
在境内代理行存放执行正常
存款准备金率的通知》，将自1
月25日起，对境外参加行存放
在境内代理行等境内银行的
境外人民币存款执行正常存
款准备金率。征收准备金会
进一步增加离岸人民币存款
成本，抬高做空离岸人民币的

代价，抑制套利行为，从而方
便央行稳定汇市，人民币汇
率短期在央行多重支持措施
下暂时趋稳值得期待。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重点
关注市场成交量变化，如果场
外资金入场不积极，成交额持
续萎缩，则反弹空间不容乐
观。如果创业板和主板能交
替上涨，成交量温和放大，则
可谨慎参与反弹。 民生证券

阳光电源 300274 5.73% 20.30 周一放量收复5日均线，短线可关注。

股票名称 股票代码 当日表现 收盘价（元） 点评

悦达投资 1.23% 9.05 周一缩量收小阳，观望。

国元证券郑州陇海中路营业部投顾团队：

天龙光电 300029 2.71% 10.99 周一收中阳线，短线仍有上攻动能。

600805

周一缩量收小阳线，观望。营口港 600317 0.53% 3.79

停牌。郑煤机 601717 0 7.52

惠而浦 600983 0.46% 11.03 周一创新低，观望。

45.79爱普股份 周一振荡上扬，继续观望。603020 2.37%

周一收出止跌小阳线，短线暂保持观望。贵州茅台 600519 0.22% 199.43

周一豫股指数早盘低开高
走之后振荡下压，临近午盘出现
一波快速上涨，收盘于8976.20
点 ，上 涨 0.31% ，成 交 金 额
126.54亿元，成交量稀少。73家
豫股上市公司中，6家停牌，20
家下跌，47家上涨。其中，光力
科技、新开普2只个股涨停，通
达股份、东方银星、黄河旋风等
个股涨幅也较大，涨幅均在7%
以上。大有能源、中原特钢等个
股跌幅居前。

从盘面上看，早盘豫股指数
低点已经创下本轮下跌新低，好
在顺势收回收出阳线，恢复些许
人气，如能在此区域形成密集成
交区则有振荡筑底的可能，操作
上仍建议以观望为主。

周一沪深两市股指早盘低
开直接跌破8月末股灾创下的
低点2850点，随后出现反弹，虽
然盘中反复下探，最终仍红盘报
收，三大指数出现一致性上涨，
尽管扭转不了下跌趋势，但已开
始出现积极的盘面信号。

在豫股投资机会上，建议投
资者仍以观望为主，等待市场出
现主动性买盘的积极信号后再
行操作，后市如继续反弹则是仓
位较重投资者的减仓时机。

中原证券

豫股缩量上涨

东阿阿胶 周一低开后收出小阳线，暂时观望。0.20%000423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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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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品质服务 创造更高价值
——中原证券固始红苏路证

券营业部投顾团队

中原证券固始红苏路证券营
业部是固始县首家合规券商营业
部。全体员工坚持“诚信经营、规
范运作、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
依托公司总部的优良质地和雄厚
研究实力，秉承以人为本，以投资
者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努力将固始
营业部打造为豫东南地区证券服
务行业的精品营业部。

中原证券 2015年“赢在中
原”实盘理财竞技大赛圆满落下
帷幕，专业的投顾团队服务使固
始红苏路营业部投资者取得了不
错 的 成 绩 。 本 次 参 赛 选 手

“gp66”是一名相对稳健的投资
者，该投资者选股思路是长线价
值投资加上波段操作。由于该投
资者没有足够精力对于上市公司
进行调研，在该投资者联系到我
们投顾团队后，投顾团队根据投
资者的需求，制订了一套适合该
投资者的投资方案：一方面投顾
团队与中原证券研究所联系获取
相关上市公司的调研报告，另一
方面对于该投资者购买的股票，
指定一名团队成员进行实时跟
踪，如果有重大事件及时联系该
投资者。通过投顾团队的专业的
服务和该投资者的稳健操作，该
投资者取得了2015年度（第二
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大
赛5万~50万耐力组第二名的好

成绩。
另外一名参赛选手“今日又

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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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定期邀
请该投资者在周六投资者教育活
动中与其他投资者做交流，通过
投资者的相互交流，增加了投资
者对实盘大赛的直观感受，同时
也提高了投资者的实战经验，投
资者对此作出很好的评价。

中原证券固始红苏路证券营
业部秉承“朴实善良、诚信厚道、
严谨执着、务求实效”的工作理
念，真诚服务每一位投资者。为
更好地服务每一位投资者，我们
制订了一套服务投资者的方案：

一、投顾团队每周六下午定

期举办投资者教育活动，邀请营
业部投资者到现场，由专业的投
顾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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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线技术指标应
用等进行专业的讲解。同时为更
好地给投资者做好资产配置，投
顾团队也对公司的新业务介绍等
做详细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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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顾团队在研究所举办
的季度和年度投资者策略报告会
之前，积极邀请投资者进行收听，
并为投资者准备相关的研究报
告。

三、投顾团队每天坚持通过
飞信、短信和电话向广大投资者

及时发送中原证券的财富中原产
品中如盘前掘金、盘中掘金等精
品服务内容。

四、投顾团队主动联系投资
者，针对投资者账面股票配置，跟
踪投资者股票走势，为投资者提
出专业的投资建议，提高对投资
者的服务质量。

通过投顾团队的专业细心的
服务让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在
2015年规避了损失，同时投顾团
队也收获了更多投资者的信任和
支持。

“您的需求，是我们孜孜不倦
的追求”，我们固始投顾团队将更
加细化投资者需求，深化服务内
容，持续为投资者提供更贴近、更
专业、更有价值的专业服务。

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
看，文化传媒行业还处于需求爆
发初期，未来整个产业有望迎来
全面的繁荣爆发期，而从业绩角
度看，文化传媒板块2015年的
业绩增长可圈可点，业绩增长最
快的子行业依次是电影、游戏、
广告、互联网电视、电视剧、出
版、电子商务。其中，文化传媒
板块中的电影子行业景气度颇
高，2015年票房已经突破400
亿，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
票房收入增长超百亿。

在扶持政策不断出台的前
提下，当前我国影视制造业水平
也在迅速提升，居民对影视文化
的支出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都
将有利于提升相关产业股的估
值重心。随着春节黄金档期的
临近，文化传媒股或将引起市场
资金的再度关注，捷成股份、奥
飞动漫、顺网科技等可逢低积极
关注。 华泰证券

积极关注文化传媒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