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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大师赛结果出炉
最高收益率近60%

11月份，上证指数在2638
点附近徘徊，在大盘焦灼的震
荡过程中，选手们运用技术分
析和基本面分析技巧奋力拼
搏，最终，大师赛选手最高月收
益率近60%。

在5万~50万组别中，来自
洛阳分公司的选手LYLZM、濮
阳分公司的选手pygw、许昌
分公司的选手kjw266、商丘分
公司的选手葛福峰和开封分公
司的选手 zhjp109 在 11 月的
炒股大赛中胜出。

其 中 ，选 手 LYLZM 以
59.61%的收益率获得冠军，选
手pygw和选手kjw266分别
以45.44%和40.35%的收益率
获得亚军和季军。同时，选手
葛 福 峰 和 zhjp109 分 别 以
38.11%和 23.62%的收益率成
功晋级。

在50万以上组别中，选手
们也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来自郑州桐柏路营业部的
选手wuyue、孟州西韩愈大街
营业部选手mzgxd和平顶山
分公司的选手zxh1234获得前
3名。此外，濮阳分公司选手

pywzh1和登封少林大道营业
部的选手百尺竿头也在众多选
手中脱颖而出，得以胜出。

其 中 ，选 手 wuyue 以
26.10%的收益率获得50万以
上组别的冠军，选手mzgxd和
zxh1234 分 别 以 17.86% 和
17.25%的收益率荣获亚军和
季军。选手pywzh1和百尺竿
头紧随其后，收益率分别为
16.91%和16.76%。

化腐朽为神奇
利空出尽月收益超38%

股神沃伦·巴菲特曾经说
过，“要学会用40美分买1美元
的东西”。选手葛福峰在中原
证券“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技
比赛中做到了。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通过中原证券财升宝APP定
制选手的比赛信息看到，11月
份，葛福峰买了多只曾经的“黑
天鹅”股票，其中包括中兴通
讯、摩恩电气、恒康医疗等。记
者梳理发现，这些股票均是在
几个月前曾持续大幅下跌，甚
至是被“腰斩”。比如中兴通
讯，该股在6月13日开始跌停，
持续了8天，股价从31.31元跌

至13.48元。而葛福峰于11月
7日以19.18元的价格买入中
兴通讯，并于11月9日以19.72
元的价格加仓，随后中兴通讯
一路上涨，最高价位涨至21.79
元。接着，他在11月 12日以
7.28元的价格买入摩恩电气，
随后该股在11月19日至21日
连续涨停，他最终以9.06元的
价格将摩恩电气卖出。11月
份，葛福峰大批买入这些曾经
的“黑天鹅”股票，利空出尽后，
获得了38.11%的月收益率。

利好消息不断
下一步投资者该如何操作

12月份，股市利好信息不
断，A股迎来了开门红。

中原证券研究所认为，总
体来说，近期消息对A股偏利
好，市场反应较为积极。一方
面，股指期货迎来第三次松绑；
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子公司监
管新规落地，其资金可以直接
投A股。诸多利好出现后，A
股12月3日（周一）高开高走，
当天上证综指收于 2654.80
点，涨幅为2.57%；周二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连续升破多个关
口，截至 12 月 4 日已经收复

6.84。
同时，中美达成重要共识，

停止加征新的关税，未来中美
贸易摩擦风险得到一定的缓
解。

中原证券研究所还认为，
近期行情是由事件驱动的短期
反弹，反弹幅度和持续性不必
期待过高，并且要警惕资金获
利了结离场的影响。中原证券
研究所表示，由于宏观层面数
据不理想，市场风险偏好尚未
根本性好转，未来制度宽松带
来的增量资金有限。当前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低于
3.4%，继续下行空间较前期收
窄，影响A股估值的主要因素
将转向盈利。流动性利好仍较

为确定，对未来A股运行支撑
较为明确。

展望未来，中原证券研究
所建议投资者可以逢低吸入低
估值、安全边际较高、基本面稳
健的个股。短线关注区域建设
概念、出口（纺织服装、轻工制
造、机械、交运设备等）相关板
块，中线关注金融、消费蓝筹等
代表中国核心资产板块，长线
可以寻找成长股和价值股的投
资机会。

扫 描 右
方二维码，下
载 财 升 宝
APP，即可了
解 更 多 比 赛
详情。

“赢在中原”股王争霸赛11月大师赛结果出炉

选手最高月收益率近60%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黄鑫

经过8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中原证券2018年度（第五届）“赢在中原”实盘理财竞
技大赛之“股王争霸赛”的100名晋级选手已转场至大师赛一决高下。11月份，大师
赛选手最高月收益近60%！在大盘持续不断的震荡中，看高手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诚邀金融机构参与
共同营造更好的金融生活

在防控金融风险，金融去
杠杆大环境下，中原金融业继
续保持稳中向上的发展态势。
日前发布的第十期《中国金融
中心指数报告》显示，在全国
31个金融中心城市中，郑州排
名全国第12位，已稳居区域金
融中心第一方阵。

金融生活与我们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金融的兴起，在市场竞争促
进下，传统金融机构在服务和
产品上不断改革创新，让百姓

感受到了金融生活带来的方
便和温暖：比如手机银行让更
多人足不出户就可办理多项
业务；各种快贷产品层出不
穷，无担保、无抵押，让更多人
轻松实现“秒贷”；各家银行的
网点服务更加暖心，如建行的
劳动者港湾，劳动者累了可歇
脚，渴了能喝水，没电可充电，
饭菜可加热，让每一位劳动者
可以在全国建行网点享受这
种服务……

但是，在生活中，仍有企业
和个人会有感到不便的地方：
银行网点数量减少要走老远才
能去银行办理业务；银行卡丢

失了，补办要来回跑两三趟；想
要销户也要跑两三趟；车险理
赔需要报案、定损、修车理财
等，一圈跑下来得几天，耽误了
不少事，人也很累……

对于金融服务、金融产品
等，各个金融机构还有哪些创
新和举措？怎样让咱老百姓的
金融生活更美好？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银行、
保险、第三方投资机构共同参
与到评选中来，不仅向大家传
递金融机构的优质服务理念和
金融创新模式，还可以为市民
的投资理财提供细分的参考标
准。

吸引民众关注
共同参与“总评榜”活动

本次总评榜将持续近两个
月，我们将定期公布参与总评
榜评选的各金融机构的参评资
料，同时向社会公众展示参评
机构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进
步，以供大家品鉴。

据了解，金融总评榜奖项
设置分为人物榜、品牌榜、产品
榜、单项奖等，届时将评出年度
卓越金融家、年度领军人物、年
度理财服务明星及团队；评出
年度值得信赖金融品牌、年度
支持实体经济社会责任金融品
牌类等奖项；评出年度畅销银
行理财产品和年度受市民喜爱
银行卡、信用卡、微贷产品等产
品类奖项；评出年度金融扶贫
创新品牌、商业模式等单项奖。

通过本次活动，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搭建一个“金融盛宴”
平台，金融机构、投资机构通过
这个平台展示自己的品牌形

象、服务创新等；市民在这里学
习理财投资知识，了解行业发
展模式，选出自己心目中最满
意的金融机构。让每一个奖项
都实至名归。

第十二届2018年度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已经启动

期待金融机构和读者共同参与
□策划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执行 记者 徐曼丽 席韶阳

近年来，金融机构运用多种创新服务手段为市民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
务。哪家银行办理业务最快、最热情、最智能，投诉回复更及时？怎样贷款能解你燃
眉之急？哪家保险公司理赔最快、最及时？哪份保险规划最适合你……由大河报·大
河财立方主办的2018年度中国金融业（河南）总评榜活动已经启动，我们邀请各大金
融机构在“金融盛宴”上亮出自己的特色，展示出自己在行业内的差异化服务产品创
新等，并邀请读者一起来寻找行业榜样，见证行业发展，分享行业荣耀，探寻口碑金融
机构。

排名 参赛昵称 赛段收益率（%） 服务团队
1 wuyue 26.1 郑州桐柏路营业部
2 mzgxd 17.86 孟州西韩愈大街营业部
3 zxh1234 17.25 平顶山分公司
4 pywzh1 16.91 濮阳分公司
5 百尺竿头 16.67 登封少林大道营业部

50万以上组别11月大师赛赛段收益

排名 参赛昵称 赛段收益率（%） 服务团队
1 LYLZM 59.61 洛阳分公司
2 pygw 45.44 濮阳分公司
3 kjw266 40.35 许昌分公司
4 葛福峰 38.11 商丘分公司
5 zhjp109 23.62 开封分公司

5万～50万组别11月大师赛赛段收益

聊聊您这一年来遇到的各
种金融问题。在日常金融业务
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向我们
反馈；说说您在金融业务中让您
受益的金融机构。您可以发送
到 903415701@qq.com 邮箱留
言，也可以扫码关注二维码，在
文章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进行

“总评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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