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人 持仓品种 代码
最新价
（元）

股数
（万股）

今日操作计划
现金

（元）
当前总资
产（元）

收益率
（%）

夏至 东北证券 000686 10 .57 13 .2 持股 975 1396215 39 .62

虹 共达电声 002655 9 .09 14 .00 9 .7元清仓 898 1273498 27 .35

量化投资
佛塑科技 000973 7 .67 7

持股 246246 1080446 8 .04
华安证券 600909 9 .91 3

夏天 日照港 600017 4 .65 23 .2 持股 277 1079077 7 .91

Tonny
华夏幸福 600340 32 .10 0 .96 华夏幸福涨幅4%、6%、8%、10%各卖四分之一，跌幅-

3%、-4%、-5%、-6%各买入余仓的四分之一；中钢国际
3%、5%、7%、9%各卖四分之一

350635 1068070 6 .81
中钢国际 000928 9 .63 4 .25

买一
易华录 300212 24 .00 2 .1

持股 15048 1064648 6 .46
永贵电器 300351 17 .05 3 .2

浩瀚 福建高速 600033 4 .07 25 .85 持股 20 1052115 5 .21
小桥流水赣锋锂业 002460 64 .19 1 .6 70元清仓002460 53 .95以下满仓000049 17560 1044600 4 .46

月儿 华谊兄弟 300027 9 .28 5 .5
9 .7元清仓华谊兄弟,12 .5买入光明乳业4万股，17 .8买
入青青稞酒2 .9万股、16 .4买入广联达3 .1万股，23 .7买

入上海电影2 .19万股先到先得满仓
521330 1031730 3 .17

香烟有毒
力源信息 300184 14 .32 3 .88

持股 162 1029628 2 .96
宏达新材 002211 9 .75 4 .86

人生如梦 12 .70元买入600278东方创业2万股 1029400 1029400 2 .94
法无定法中国中冶 601618 5 .04 20 .01 每涨2%卖出20%仓位，成交后跌0 .06元分别买回 16086 1024590 2 .46

云中长
特锐德 300001 15 .59 1 .28

持股 1072 997274 -0 .27
深深宝A 000019 11 .75 6 .78

阳光 天富能源 600509 8 .24 5 .74
持股 2292 938108 -6 .19

厦门空港 600897 24 .36 1 .9
天信青岛 贝因美 002570 11 .97 7 .30 停牌持股 13020 886830 -11 .32

开赛日7月3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343 .39点。8月9日收盘3430 .45点，涨幅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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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晓琳

彩民陈先生这两天下班后就赶往
福彩投注站，怎么回事儿呢？“群英会又
开始送奖啦。”他兴奋地说。之前“任四”
“任五”送奖的时候他就参与，赢得大大
小小的奖金不断，如今8月8日开始，群
英会“任二”玩法又开始赠送投注金，这
么好的机会他怎么会错过呢？

彩民试手气中千元“奖上奖”

福彩37021140站位于黄岛区水
灵山路2号，周边彩民多是附近小区居
民，站长王先生2002年就驻守福彩投
注站，已经是大家的“老朋友”。据他介
绍，投注站里的彩民70%都是冲着群
英会来的。
“开奖快，中奖率高，彩民都挺喜
欢。”王先生说，他本人也是群英会的
“粉丝”。这次“群英会百万双福礼”活动
一开始，很多彩民就迫不及待地采用复
式投注买了一些群英会彩票。本次活动
规定，8月8日起，凡采用复式、胆拖投
注群英会“任二”玩法，中固定奖22元，
再加送 6元福彩投注金，派奖总金额
100万元！此外，活动期间增设10个万
元“群英福星特别奖”，连续10天激情
大放送！
“中固定奖22元，再加送6元福彩
投注金”，奖金很丰厚，不仅仅是王先生
本人，这两天参与活动的彩民都大奖小

奖不断。其中，不少奖金都过千元。
王先生回忆，在2008年的时候，他

所在的投注站中过七乐彩一等奖，当时
的奖金达到280多万元。”现在福彩各
种活动奖励很多，中奖率也高，希望能
再盼到大奖降临。”王先生说。

扎堆买“任二”争当群英福星

据了解，这次活动，将连续十天增
设“群英福星”特别奖。凡在青岛地区投
注“任二”，当天单张彩票的中奖金额最
高者（以系统数据为准）将获得一万元
投注金奖励。如当日最高金额由多人中
得，则按张数平分一万元投注金，奖励
的投注金仅限用于购买电脑福利彩票
或刮刮乐彩票任意游戏玩法。
位于原胶南铁山工业园的福彩

37026117站，这两天一到下班点就彩
民扎堆。“平时大家常打任四或任五，
这次任二活动一开始，都扎堆打任二
了。”该投注站的站长李女士说。因为
群英会开奖快，中奖率高，受很多彩民
的喜爱。自今年二月份以来，该福彩投
注站每个月都会中出万元大奖。“有时
候中1万，有时候中5万，我自己买了几
次，还中得过1790元的奖金。”李女士
笑着说。
平时常打任四任五，如今福彩百万

双福礼来袭，喜欢复式和胆拖投注方式
的彩民，可关注任二玩法。8月8日活动
正式开始，期待有更多的奖项出炉。

“群英会”携百万双福礼来袭
福彩群英会“任二”玩法又开始赠送投注金啦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虹程 实习生
陈腊雪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8月6日晚，中
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17091
期开奖，本市彩民喜中一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为892万余元，彩票出自市北
区九江路福彩37020463投注站。据
悉，这是今年本市中出的第四注双色
球头奖。当天，开发区海尔工业园福彩
37020862投注站还中出1注二等奖，
奖金为13 .9万元。
8月7日下午3时许，半岛记者来

到市北区九江路福彩37020463投注
站，“本站喜中双色球一等奖892万”
的庆祝横幅挂在门口醒目位置。投注
站站长辛女士介绍，她一早就得知了
一等奖出在自己的投注站，立马请人
制作了横幅挂上。
对于中奖者信息，辛女士不愿过多
透露，据悉，该彩民买的是自选复式双
色球。谈起中出的这注一等奖，现场有
不少彩民大呼过瘾并表达了羡慕。“将近
九百万元的奖金，真是太幸运了。我是这
里的老彩民了，听说了这个消息，今天赶
过来沾沾喜气。”彩民王先生说道。
据悉，这是该投注站第一次中这

么大的奖，辛女士回忆，该站上一个大
奖是4年以前，一位彩民通过购买刮
刮乐的方式获得了25万元的奖金。

岛城彩民喜中
双色球892万元头奖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晓琳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日前，融360发

布了《2017中国房贷市场7月报告》，
其中显示，九成银行取消首套房贷利率
优惠，7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 . 99%。二套房平均利率为5 . 47%，而
且保持上升趋势。青岛方面，首套房贷
利率多是执行基准利率，少数银行已经
上浮5%，二套房利率多是上浮10%。
7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 .99%，相当于基准利率1 .02倍，环比
增长了2.25%；同比去年7月的4.44%，
增长12 . 38%。在融360监测的35个城
市首套房平均利率中，最低的为上海
4 .80%，最高的为郑州5 .39%。
从首套房利率的监测数据来看，7

月份全国533家银行中，4家银行提供
9折优惠利率，较6月减少7家；15家行
提供 9 . 5折优惠利率，较 6月减少 48

家。九成的银行已无利率优惠。
7月份二套房平均利率为5 . 47%，

保持上升。融360监测的35个城市533
家银行中，二套房贷执行基准利率的银
行有4家；422家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
浮10%，较6月减少43家；执行基准利
率上浮15%的有10家；上浮20%的有
67家，较6月增加31家；另外还有10
家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30%，较6月
新增7家。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全国首套

房平均利率在2017年1月出现缓慢上
升趋势，1月至4月期间增速平缓上升。
4月后增速开始直线拉升，5月达到增
速最高点，6、7月增速又开始出现较大
幅度下滑。融360分析师认为：当前首
套利率上升增速趋于下降，表明上升速
度已经变缓，未来时间内，房贷利率也
将会趋于一个合理范围。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晓
琳 报道

本报8月9日讯 福彩刮刮乐
新玩法“森林探宝”岛城上市！该彩
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30万元，共
设三个玩法,有16次中奖机会。

福彩刮刮乐
带您一起“森林探宝”

福彩刮刮乐“森林探宝”。

九成银行取消首套房贷优惠
上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4.99%，同比增长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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