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排名 管理人 收益率 持仓标的 月赛排名 管理人 收益率

第1名 郝建 16 . 49% 海康威视、中天科技、中工国际、联美控股、金风科技 第1名 田荣 14 . 98%

第2名 李义成 15 . 90% 江中药业、万科A 、阳光电源、江苏租赁、新希望 第2名 高献新 14 . 62%

第3名 张玉川 15 . 65% 世运电路、勤上股份、圣阳股份、拓日新能、大连电瓷 第3名 董友军 13 . 67%

第4名 董友军 15 . 13% 江中药业、大华股份、隆基股份、金螳螂、皖新传媒 第4名 郝建 13 . 58%

第5名 田荣 14 . 56% 雪榕生物、蒙草生态、北新建材、东方园林、首钢股份 第5名 张玉川 13 . 47%

第6名 于俊智 14 . 20% 保利地产、鄂武商A 、新希望、南京高科、招商蛇口 第6名 王军胜 13 . 01%

第7名 董世浩 14 . 15% 复星医药、中金环境、捷成股份、金螳螂、东方园林 第7名 董世浩 12 . 92%

第8名 景奉平 13 . 96% 勘设股份、葛洲坝、岭南股份、浙江龙盛、国机汽车 第8名 李义成 12 . 46%

第9名 宋建华 13 . 71% 建发股份、广电运通、雪榕生物、天保基建、浙江医药 第9名 陆孝忠 12 . 46%

第10名 陆孝忠 13 . 56% 神力股份、宝泰隆、皖天然气、海伦钢琴、远兴能源 第10名 景奉平 11 . 68%

第11名 张雨晨 13 . 12% 新智认知、海康威视、中国电建、保利地产、中航资本 第11名 杜海梅 11 . 38%

第12名 孙楚桓 12 . 92% 农业银行、柳工、中金环境、塔牌集团、东方园林 第12名 刘金江 11 . 31%

第13名 孙威特 12 . 59%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第13名 孙楚桓 10 . 88%

第14名 刘金江 11 . 84% 嘉化能源，思维列控，浪潮信息，新湖中宝，国机汽车 第14名 张晓欣 10 . 12%

第15名 张晓欣 11 . 19%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第15名 孙帅 10 . 06%

第16名 王军胜 10 . 37% 华夏幸福、金风科技、隆基股份、伊利股份、天保基建 第16名 于俊智 9 . 96%

第17名 于凯 10 . 27% 浙江龙盛、信立泰、杭萧钢构、勘设股份、金风科技 第17名 温光斌 9 . 79%

第18名 孙帅 9 . 48% 福耀玻璃、威孚高科、金螳螂、澳洋顺昌、雪榕生物 第18名 宋翔 9 . 74%

年度赛开赛日10月14日，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082 . 60点。11月14日收盘5270 . 39点，涨幅3 . 69%。参赛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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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孙晓琳 通讯
员 牟俐衡

双色球10亿大派奖，正在热火朝
天进行中。复式或胆拖投注，一等奖单
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万元，六等奖中
5元得10元，还有豪华汽车等你来抽。
本次派奖青岛彩民的参与热情空前高
涨，截至目前，青岛已经中出1辆吉利
博越汽车。“购双色球彩票赢豪华汽
车”，还有1辆奔驰汽车和3辆吉利博
越汽车，最后一次抽奖活动定于11月
20日，彩民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福彩37022140投注站，位于青岛

市南区吴兴路3号-1。站点布置宽敞
明亮，井井有条。牛基光在这里已经工
作十余年，他憨厚地笑笑说：“好的环
境才能营造好的购彩氛围，彩民才更
愿意来。”实际上，不仅彩民愿意来，好
运也经常来此光顾。去年，该站点中出
1注七乐彩头奖，奖金高达114万元。
不久前，这里又中出 4注双色球二等
奖。在双色球2018130期开奖中，一等
奖开出了17注，二等奖居然也开出了
罕见的841注。青岛一举揽获了10注
二等奖，而牛基光站里的彩民，一下子
就揽获了4注，“站里中奖真是太高兴
了，还是4注，太好了，替站里高兴，也
替彩民高兴。”牛基光激动地说。
据牛基光介绍，中奖彩民是老彩

民，经常来站里购彩。“他原来都是选
择单式投注，双色球大派奖活动后，我
就给他推荐了复式和胆拖投注。他这

次的中奖彩票就是一张7+4复式票。”
牛基光说。
其实，这位中奖彩民当时想选择

“6+5”的复式投注。牛基光却建议他
多选择一个备用号，中奖几率更高，还
能参与豪华奔驰汽车抽奖。彩民听后
觉得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没
想到改变了投注方式后，当期开奖中
他幸运中得了4注二等奖。牛基光说：
“平常都是建议彩民理性购彩，买彩
票本来也是献爱心，每个人都应该量
力而行，不能盲目追求大奖而无节制
购彩。”
截至 11月 13日，“双色球 10亿

大派奖”活动已连续派奖 11期（总共
派奖20期，派奖奖金用完即止），已派
奖过半。据了解，派奖以来，全国共中

出 86注一等奖，其中有 53注是采用
复式、胆拖投注方法获得。仅双色球
2018130期派奖后一等奖单注奖金为
761万元，其他各期派奖后奖金额都在
千万元以上，有几期甚至达到了最高
额1500万元（2018125期、2018131
期和2018133期），可谓成色十足。
而省内配套推出的“购双色球彩

票赢豪华汽车”活动，也受到了彩民朋
友的喜爱，大家纷纷改变投注方式参
与活动，赢取奖金，抽取豪华汽车。目
前，活动已经进行了3次抽奖，共抽出
了1个一等奖奔驰汽车和9个二等奖
吉利博越汽车。岛城彩民也在第二次
抽奖中，凭借好运抽中了1辆吉利博越
汽车！最后一次抽奖活动定于11月20
日举行，彩民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半岛记者 孙晓琳 通讯员 牟俐衡

在双色球2018129期开奖中，青岛
中出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高达278823
元。彩民高先生在位于青岛市延寿宫路
的福彩37020505投注站，凭借自选单
式投注成功揽获了其中2注，收获奖金
55万余元。
据了解，高先生此次的中奖彩票是

一张5注号码的自选单式票，倍投了2倍
总共花了20元。说起购彩经历，高先生
表示自己是老彩民了，买彩票已经有十
多年的时间了。自双色球诞生起，他就一
直购买，风雨无阻，期期不落，各种选号方
式也都尝试过。这次的中奖号码是他根据
家人的生日组成的一组号码，已经抱守了
两三年了，也可以说是家人间接帮他揽获
了此次大奖。除此以外，高先生还采用复
式投注购买了双色球彩票，希望能参与
双色球大派奖活动，收获更多幸运。
得知中奖，高先生的心情意外平静。

“买彩票之初，除了给自己一个希望，也
是我奉献爱心的一种方式，一直没有奢
求大奖。现在，购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继续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再中个
一等大奖。”目前，双色球大派奖正在如
火如荼进行中，彩民朋友们赶紧加入到
购彩大军中，希望下一个中奖的幸运儿
就是你。

□文/图 半岛记者 孙桂东

红花是一味中草药，红花籽还可以榨
油，营养价值更高。之前由于产量低价格很
高，只有少数人能吃得起。从2015年开始，
我国逐渐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大量红花籽，
才使得价格下降。高品质的营养使这种植
物油越来越受到青睐，甚至可直接喝。
据介绍，红花籽油主要成分是亚油

酸，号称“亚油酸之王”。半岛优品惠本周
推荐的红花籽油，产自新疆塔城裕民县。
这里地处植物油黄金种植带，是全国最著
名的红花生产基地，亚油酸含量均值高达
78%。红花籽油冒烟点255℃，远高于其他
食用油，炒菜时基本没有油烟。另外，红花
籽油也是唯一可以溶脂的食用油，富含的
EPA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对防治血栓有
显著作用，富含的DHA又称脑黄金，对智
力及视网膜功能具有好的作用。
本周五，南京路110号半岛都市报

业大厦一楼大厅将举办红花籽油鉴别及
免费品尝活动，让你学到几招，使自己明
明白白消费。届时，我们将把从新疆伊犁
出产的纯正红花籽油带给广大读者品
尝，本次活动只限周五周六两天，并有红
花籽油加工的纯手工、无添加的大列巴
现场供读者免费品尝。详询电话：
80889309。时间：11月16日～ 17日。

□半岛记者 张欣健 报道
本报 11月 14日讯 第三届山东

金融博览会暨金融+实体经济高峰论坛
将于11月23日～ 25日在济南举行。本
届山东金博会恰逢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和山东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主题为
“优化金融生态，聚力高质量发展”，是对
我省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成果的一次大检
阅、大展示。近日记者从山东金博会组委
会获悉，济南产业金融中心也将亮相展
会现场，展示建设成就，提供发展智慧。
济南市在金融产业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是大区人民银行、银保监
局、证监局的所在地，集中了众多金融机
构的全国总部和区域总部，拥有完善的
金融组织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
金融机构600余家，金融从业人员10万
余人。截至2018年6月末，全市实现金融
业增加值392亿元，实现金融业税收87.3
亿元，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6750.3
亿元，贷款余额15436.2亿元，实现保费
收入249 .3亿元，为济南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
在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岗位和税收

的同时，产业金融中心对实体经济发展

也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资本市场日
渐发达。截至目前，济南已有上市公司
35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58家，其中24
家企业进入创新层。上市挂牌企业累计
股票融资逾千亿元。
济南市以规划建设济南中央商务

区为依托，着力打造了济南产业金融中
心核心集聚区。中央商务区总面积约
3 . 2平方公里，各大金融载体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山、泉、湖、河、城”五座塔楼
已分别由绿地、平安、华润、复星、中信5
个世界500强企业摘得。核心区及辐射
范围内已入驻重点企业近450家。
第三届山东金博会中，济南产业金

融中心将作为单独展区亮相，展示发展

成就的同时，济南市出台的《积极利用外
资若干措施》、“人才新政30条”和“高校
20条”、围绕鼓励支持科技创新出台的
“新政11条”等政策和措施，也为山东其
他城市和企业提供了发展智慧。
同时参展的还有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等大型银行，恒丰银行等股份制商业
银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各地市城商
行，蓝海银行等民营银行和保险、证券、
基金公司等多种金融机构报名；山东省
各地市金融办报名展示自身金融发展成
果。同时参加会展的还有来自国外的金
融机构和商务机构，让山东金融更好对
接世界。咨询参展事宜联系电话:：0531-
82663967、82663986、82663987。

双色球10亿派奖期数过半
彩民购彩收获丰，“购双色球彩票赢豪华汽车”活动只剩最后一次抽奖机会

彩民抱号数年
终揽双色球大奖

第三届山东金博会启幕在即
济南产业金融中心将亮相展会现场

可直接喝的新疆红花籽油
明日来半岛教你品尝识别

红花生产基地。

彩民在
青 岛 福 彩
37022140投
注站购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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