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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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想起航 华夏银行 600015 9.36 8.06
长安汽车上涨6%、8%、10%各减仓1 .01万股。华
夏银行上涨3%、4%、5%各减仓2.5万股。

490 1122142 12.21
长安汽车 000625 12.12 3.03

华荣 物产中大 600704 6.85 4 物产中大挂单7.0元全部卖出。格力地产5.94元
卖出4万股。

126000 1084000 8.40格力地产 600185 5.70 12

犇三
启迪桑德 000826 30.13 2.32 启迪桑德开盘价清仓，换入中国建筑。亚邦股份上涨

8%、10%各减仓1 .24万股。
2906 1062266 6.23

亚邦股份 603188 14.53 2.48

犇基金
荣盛发展 002146 10.91 4.82

碧水源涨4%、6%、8%各卖出1万股 246 1061383 6.14
碧水源 300070 17.55 3.05

人生如梦 空仓 空仓 1055794 1055794 5.58

三牛开泰
碧水源 300070 17.55 4.39 碧水源涨停价卖出五分之三，盈峰环境涨停价全部

卖出。
18 1039563 3.96

盈峰环境 000967 8.28 3.25

苗大侠 东华软件 002065 8.82 11.7 持股 6612 1038552 3.86

犇二
贵阳银行 601997 15.24 3.29 歌尔股份集合竞价清仓，满仓买入贵阳银行。华侨城

A挂单9.37元卖出1/2，涨停板清仓。
1209 969660 -3.03

华侨城A 000069 8.73 5.35
毛毛 亚太科技 002540 7.22 13 持股 17200 955800 -4.42

战狼1
畅联股份 603648 19.60 2

持股 692 949456 -5.05
天山股份 000877 11.18 4.98

犇一
铁汉生态 300197 11.24 4.11

两只股票涨停价全部卖出 148 939314 -6.07
蒙草生态 300355 11.99 3.98

香烟有毒 西藏矿业 000762 14.38 5 持股 195000 914000 -8.60

远飞 *st智慧 601519 4.20 20.2 持股 100 848500 -15.15

股行者 中源家居 603709 35.49 2.28 持股 2253 811425 -18.86
开赛日1月2日，起始资产100万元。业绩基准A股指数，基准日3463.48点。3月12日收盘3484.15点，涨幅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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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郝园园

“我每年都会出境游四五次，去过了
全世界很多地方，但欧洲还没有去过。”3
月12日上午，在位于半岛都市报一楼大
厅半岛国旅咨询室，韩女士和好姐妹们
坐在一起，研究着欧洲游产品。记者了解
到，半岛旅游全媒体中心联合半岛国旅、
青岛中旅发起欧洲游之后，前来咨询的
市民不断。“以往的我们出去的时候，看
似便宜的价格，到了还要再加自费，玩下
来费用并不低。”记者了解到，本次他们
选择12999元“一价全含”的产品，就是
看中了路线舒适，价格划算。据悉，目前
四个团期两种行程的德法意瑞荷五国游
均在热销中，现场报名国航团期可赠送
海参。

多年好姐妹，组团来报名

“我们都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平日里
都看孩子，看到有好的产品就相约报名，
一起出去旅游。”“姐妹团”里的郑女士告
诉记者，平时看孩子比较辛苦，子女也很
支持她们出去旅游。“我们也算是忙里偷
闲，主要是看中了这个产品。”郑女士告
诉记者，他们此前也跟着其他的旅行社
一起出游过，也算是半个旅游人了。“现
在很多旅行团看着价格便宜，等回家一
算发现并不划算。”郑女士坦言，现在很

少有人敢说“一价全含”，她仔细了解后
发现12999元的产品连签证和小费都包
含在内，整个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此外，行程的舒适度对她们而言也

非常重要。记者了解到，所有四个团期均
为两点进出。其中，4月7日和4月19日的
团期为国航线路，这个线路为巴黎罗马两
点进出，合理的中转时间，直接抵达最著名
的欧洲城市，非常便捷。国航采用空客330
宽体客机，北京转机，全程可以免费托运两
件行李。所有精华浓缩在12天行程里，4月
7日的行程价格为11599元经典全含，4月
19日11999元经典全含。
4月19日和4月28日的汉莎线路均

为12999元，一价全含，直飞法兰克福转
机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型空客340
宽体客机。和国航团比较，汉莎团增加金
色山口火车体验，据悉，本次行程中价格
包含签证和小费，给游客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路线绝佳，感受欧洲最美季

春天的荷兰，绽放着全世界最美的

郁金香，放眼望去，连心情都跟着舒畅明
快起来。据悉，能在荷兰库肯霍夫郁金香
花园欣赏色彩繁茂的郁金香画卷，也算
是有生之年的一大幸事。因为该公园一
年中开放的时间很短，1000多种郁金香
争相斗艳，非常美观。
在四个行程中，均可以游览到五个

国家最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从巴
黎圣母院到大小凯旋门，从埃菲尔铁塔
到巴黎大小皇宫，各种著名建筑尽收眼
底。此外，在法国巴黎卢浮宫还有专业讲
解，聆听每副艺术真迹背后的动人故事。
在欧洲乘坐游船感受城市魅力，是

一种独特的旅行体验，在行程中可以乘
坐塞纳河游船欣赏若干巴黎的标志性建
筑，参观巴黎郊外美丽皇宫凡尔赛宫，感
受宏伟的艺术魅力。
在瑞士则前往因特拉肯雪朗峰游

览，体验瑞士雪山的壮美风景，在威尼斯
则乘坐黄金大运河游船，惬意享受穿梭
“水城”威尼斯的乐趣。此外，汉莎团增加
金色山口火车，和贡多拉游船体验。火车
为专门提供给游客的火车，全程一个多

小时，可以欣赏雪山美景。意大利还有一
晚木屋或者庄园酒店的体验。塞纳河水
上餐厅用餐，尽享美景美食。

本周五说明会，报国航团期送海参

记者了解到，本次全程只有在景区
附近等地不含的四-五个正餐，而在普
通的旅游路线中，一般不含餐的数量为9
-10个。此外，所有团期均赠送转换插
头，赠送旅游意外保险，组织自费乘坐专
车前往济南留指纹。

多年好姐妹，结伴来报名
看重“半岛品质”相约欧洲游 12人报名12999元“一价全含”团

■报名方式：

半岛都市国际旅行社
地址：南京路110号半岛都市报大厦
一层半岛都市国旅
电话：80889158/80889008
青岛中国旅行社
地址：银川西路7-11号中海银海1号
网点房(曙光医院南侧)
电话：68860797/68860798/68860799

3月16日本周五上午9:30，在半岛
都市报社18楼会议室，将举行本次欧
洲产品及签证说明会，凡现场报名国
航团期的市民，每人有即食海参相
赠！此外，本次活动只要市民提供真
实资料，如果拒签，全额退款。

荷兰库肯霍夫郁金香花园 琉森湖畔

扫码入群
详细咨询

□半岛全媒体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3月12日讯 2月份，青岛市居

民消费价格水平如何？3月12日，国家统
计局青岛调查队发布，青岛市居民消费
价格环比上涨1 . 8%，涨幅较1月扩大
1 . 2个百分点；同比上涨3 . 6%，涨幅较1
月扩大2 .1个百分点；1~2月份累计上涨
2 . 5%。具体来看，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7 .1%，同比上涨5 .8%，非食品价格环比
上涨0 . 4%，同比上涨3 . 0%；服务价格

环比上涨0 .7%，同比上涨3 .2%，消费品
价格环比上涨2 .3%，同比上涨3 .8%。
与1月相比，2月份青岛市居民消费

八大类调查商品价格“六升一降一平”。
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其中，受春节效应影响，2月食品烟酒类价
格环比上涨5 . 0%，影响CPI总指数上涨
1.50个百分点，对CPI的贡献率为83.3%，
是本月CPI上涨的主要推动因素。生活用
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教育文化和娱

乐类、医疗保健类、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0.4%、0.8%、1.4%、0.2%、
0.5%；衣着类价格环比下降0.4%；居住类
价格与上月持平。
食品价格涨幅较大，与1月相比，食

品类价格上涨7 . 1%。受春节效应影响，
2月鲜菜、水产品、鲜瓜果等食品价格涨
幅较大，是影响本月CPI环比上涨的主
因，但自2月下旬起部分食品价格开始
有较大幅度回落。

服务价格普遍上涨，2月份青岛市
服务价格环比上涨 0 . 7%，同比上涨
3 .2%，涨幅较1月分别扩大0 .3和1 .3个
百分点。春节前后由于大量外来务工人
员回乡，部分服务类项目用工紧张，加之
居民集中消费导致需求增长较大，春节
效应引起本月服务类项目价格普遍上
涨，其中，在外餐饮、家政服务、车辆修理
和保养、美发、洗浴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 .3%、2 .0%、11 .2%、9 .3%、8 .3%。

春节消费助“涨”岛城2月份CPI
环比上涨1 .8%，食品价格上涨成主要推手

□半岛全媒体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3月12日讯 在2018半岛读

者海参内购会上，新上市的春参备受养
生人群关注。此次活动现场不仅有来自
长岛海域的刺参，也有生长在大连海域
的刺参，春季捕捞的海参不仅品质优
异、价格实惠，营养价值也更高。应读者
要求本次特惠活动延期至本周四，市民
可在本周四前来现场选购。
食用海参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营

养专家认为，海参是绿色健康的滋补食
材，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传统医学认为，
海参味甘性温，“补而不燥，滋而不腻”，
很适合春季滋补。今年75岁的王阿姨
说，自己一年四季都食用海参进补，选
购海参的时候尤为注重海参的品质，看
到这次半岛读者海参内购会上有新上

市的春参，价格也尤为实惠，于是就想
来现场先买上几斤。
在2018半岛读者海参内购会上，

您可以亲眼看到发好的海参，刺硬肉厚
筋道，泡发率高。来现场不仅可以买到放
心实惠价的优质好海参，还能享受到多买
多送的优惠。现场淡干海参低至760元/2
斤，野生8年淡干刺参更是低至2680元/
斤。今年刚上市的长岛刺参也优惠至1280
元/斤，不仅如此，只要来现场购买满2斤，
均可赠送大连即食刺参1袋，购买春参（长
岛刺参、大连刺参）满3斤即可送淡干海参
1斤，买10斤送长岛刺参1斤。半岛老顾客
还将加赠蜢子虾酱1盒。活动时间：至3月
15日（本周四）。活动地点：南京路110号半
岛都市报业大厦一楼大厅。活动电话：
80889621。

春参新鲜上市特惠读者
精品淡干刺参低至1280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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