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排名 管理人 总资产（元）收益率 持仓标的 月度排名 收益率 管理人

第1名 景奉平 1436400 43 . 64% 宇通汽车、勘设股份、中国铁建、亨通光电、复星医药 第1名 14 . 57% 李云强

第2名 张玉川 1410200 41 . 02% 奥瑞德、上海莱士、金洲慈航、鹏起科技、永吉股份 第2名 14 . 57% 陈有亮

第3名 冯国柱 1397500 39 . 75% 福耀玻璃、首钢股份、新希望、中设集团、保利地产 第3名 13 . 92% 冯国柱

第4名 陈晓明 1367200 36 . 72% 浙江医药、马应龙、失恋航、南京高科、新智认知 第4名 13 . 60% 肖垚

第5名 孙威特 1358700 35 . 87%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第5名 12 . 54% 徐玮

第6名 毛德旺 1357800 35 . 78% 五粮液、长城汽车、中航资本、金螳螂、亨通光电 第6名 10 . 32% 崔旭明

第7名 刘海金 1340400 34 . 04% 贵州茅台、宋城演艺、同花顺、利亚德、特变电工 第7名 10 . 19% 宋建华

第8名 崔旭明 1330900 33 . 09% 华兰生物、长春高新、恒瑞医药、永新光学、东方通 第8名 9 . 64% 李伶俐

第9名 田荣 1318200 31 . 82% 中国中铁、格力电器、浙江龙盛、杉杉股份、信立泰 第9名 8 . 96% 陈有亮

第10名 张晓欣 1314000 31 . 40%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第10名 8 . 85% 刁贵伟

第11名 李阳 1298700 29 . 87% 智度股份、勘设股份、皖新传媒、中国铁建、英可瑞 第11名 8 . 71% 孙威特

第12名 张雨晨 1292700 29 . 27% 新智认知、中国电建、中国交建、复星医药、安康卫视 第12名 8 . 68% 李存宏

第13名 陈有亮 1285700 28 . 57% 浙江医药、马应龙、失恋航、南京高科、新智认知 第13名 8 . 18% 毛德旺

第14名 宋建华 1275170 27 . 52% 建发股份、广电运通、雪榕生物、天保基建、浙江医药 第14名 7 . 44% 张玉川

第15名 孙帅 1264600 26 . 46% 福耀玻璃、威孚高科、金螳螂、澳洋顺昌、雪榕生物 第15名 6 . 70% 李阳

第16名 徐玮 1252700 25 . 27% 科达股份、鲁阳节能、浙江龙盛、南京高科、杉杉股份 第16名 6 . 57% 田荣

第17名 张建宾 1237400 23 . 74% 旷达科技、双汇发展、隆鑫通用、依顿电子、九牧王 第17名 5 . 73% 孙帅

第18名 王兆凯 1215200 21 . 52% 第一创业、国海证券、香飘飘、元隆雅图、设计总院 第18名 5 . 65% 张玉群

年度赛开赛日2018年10月14日，业绩基准沪深均值，基准日5082.60点。3月14日收盘6204.31点，涨幅22.07%。参赛人数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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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3月14日讯 3月14日，A股三

大股指延续回调走势，沪指收盘下跌
1 . 2 0 %，失守 3 0 0 0点大关，收报
2990 . 69点；深成指大跌1 . 82%，收报
9417 . 93点；创业板指大跌2 . 58%，收
报1650 . 19点。市场成交量萎缩，两市
合计成交8125亿元，行业板块普跌，近
百股跌停。
沪深两市各股指早盘继续低开，开

盘后经过短暂冲高又在个股普跌的打
压之下继续震荡走低，并跌破了3000
点整数关口；而创业板股指1700点得
而复失，也呈现较深的跌幅。整体来看，
14日市场各股指低开低走，相关的重要
支撑没起到任何作用；两市涨停板个股
大幅萎缩，而跌停板数量呈现加速，市
场形成的是低迷状态。酿酒、保险、建材
等极少量板块微涨；养殖、互联网、软件
等板块领跌。
青岛股方面，共有5只个股上涨，分

别是城市传媒上涨3 . 64%，青岛啤酒上
涨3 .59%，东方铁塔涨2 .11%，伟隆股份
上涨1 .51%，青岛海尔涨0 .25%。其余个
股均收跌，软控股份跌9 .88%，汉缆股份

跌9 .66%，蔚蓝生物跌8 .44%，新华锦和
青岛港跌幅也超过了6%。

天信投顾认为，大盘两大支撑点位
曝光，风险释放后市场运行更健康。最

近三个交易日，主板股指表现相对抗
跌，创业板股指的表现可谓是一泻千
里，从三个交易日资金的表现情况来
看，周二资金净流出超过400亿，周三
资金净流出超过1000亿，而14日资金
的净流出接近1000亿，呈现的持续净
流出的状态，资金在净流出的过程中伴
随的就是股指不断下挫，以及涨幅过大
的个股持续回踩，市场确实存在一定的
风险。市场经过快速上攻之后积累一定
的获利筹码，从而导致阶段性的风险，
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踩之后能够对这部
分风险进行适当释放，这是好事，风险
释放之后更加有利于市场的平稳发展。
初步判断，市场的第一重要止跌位置在
2920点附近；第二重要止跌位置在
2800点的跳空缺口位置。
综合分析来看，热点切换较快一般

是行情接近末期的标志，最近的两个交
易日，全靠一些大型蓝筹在苦苦支撑，
能够体现赚钱效应的题材个股几乎皆
墨，可见市场的调整趋势相对比较明
朗，主要是观察市场在什么位置止跌。
操作上，稳健第一，低吸第二，业绩为
王。

□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3月14日讯 为支持实体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施新一轮高水平企业
技术改造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等5部门联合制定了《新
一轮高水平技术改造省级激励实施
办法》，从今年3月20日起，企业围绕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重点技术创新
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低碳节能、安
全生产等领域，实施数字化、智能化、
集约化、绿色化技术改造，达到相关
要求的，企业、地方都将获得不同形
式的奖励。
激励方式包括，工业企业技术改

造综合奖补。综合考虑各市2018～
2020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幅、环
比新增税收贡献等因素，对各市实施
分档综合奖补。其中：第一档3个市，
每市奖补3000万元；第二档5个市，
每市奖补2000万元；第三档7个市，

每市奖补1000万元。
重大技术改造项目贷款贴息。本

办法实施期内，滚动支持100个左右
对标国际同行业先进的重大技改项
目，省财政按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
率的35%给予最高2000万元贴息支
持，同一独立法人项目限定1个。
技术改造新增财力奖补。2018

年1月1日之后完工的技改项目，符合
条件的，按企业技术改造后产生的
省、市、县新增财力的50%连续3年全
部奖补给企业。企业技术改造后产生
的地方新增财力额度，以企业技术改
造后主体税种税收额（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的增加部分为依据。企业所
获奖补资金不超过企业技术改造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对于高新技术企
业，原则上不重复享受税收增长奖励
和技术改造新增财力奖励。
本办法自2019年3月20日起实

施，有效期至2021年12月31日。

□半岛记者 孙桂东

上月底本报推出的文登西洋参产
地直供活动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因为
产品好价格低，所以每天都断货。应众
多市民的要求，本周半岛优品生活馆再
次从文登新进一批西洋参，即日起有需
求的市民可来选购。
作为“中国西洋参之都”的威海文

登，特别适宜西洋参的生长，经专业机
构检测，文登西洋参主要有效成分总皂
甙平均含量达7 . 8%，分别比进口和国

标产品高出1和1 . 5个百分点。本周半
岛优品生活馆给大家推荐的西洋参产
地售卖活动，由农户直接供货，不但价
格有优势，质量更是有保证，记者牵头
当地政府主导的西洋参产业交易中心
全程对售卖的西洋参进行把关，保你买
得放心实惠。西洋参切片最低0 .8元/克
起，每天服用3克即可满足正常人体用
量需求。
时间：3月15日至18日。电话：

80889658。地址：市南区南京路110号
半岛都市报社一楼。

去年5月，半岛都市报社工作人员第一
次走进潍坊临朐沂山深处，为岛城读者探
寻到一家只做成熟好蜂蜜的当地企业———
山东丰采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在去年5月
份、9月份、12月份，丰采公司在报社一楼大
厅做了三次惠民活动，广受好评和认可，品
质好、价格低成为沂山蜂蜜的标签。

买蜂蜜要慎重
要吃就吃成熟蜂蜜
丰采公司的张总介绍，只有成熟蜂

蜜，才是好蜂蜜。成熟蜂蜜是蜜蜂采集花蜜
后，与蜜蜂分泌的活性物质充分混合，经蜜
蜂充分酿造十天以上而成的优质蜂蜜。成
熟蜂蜜完整的保留了蜂蜜中的营养物质，
特别是活性酶，也只有成熟蜂蜜，才能有好

的食用效果。未成熟蜂蜜是蜜蜂采回的花
蜜未经充分酿造，大多是1-2天取蜜，许多
营养物质不全面，不稳定。丰采公司作为潍
坊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国蜂产
品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其出品的蜂蜜都是
真正经过蜜蜂酿造、无添加的天然成熟蜂
蜜，在这里完全不用担心吃到假的蜂蜜。

选择蜂王浆
要看王浆酸含量并品尝新鲜度
春季气温回暖，风大天燥，容易引起

过敏咽喉不适，蜂王浆营养丰富，非常适合
春季服用。具张总介绍，选购蜂王浆一定要
注意两个方面：王浆酸的含量和新鲜度。王
浆酸的含量越高，蜂王浆品质越好，王浆酸
达到1 .6%以上时，就达到了出口标准。春
天的油菜王浆是公认的最好的蜂王浆。购
买蜂王浆一定要通过品尝鉴别其新鲜度，
鲜蜂王浆入口麻涩辣，回味有淡淡香味。

半岛都市报社甄选好产品
龙头企业好浆好蜜惠岛城
2018年12月份，山东丰采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被评为潍坊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为答谢广大读者对丰采公司
产品的支持和厚爱，3月15日～ 19日，丰
采公司携优质蜂产品再次来到半岛报社
一楼大厅，回馈广大读者。
活动现场成熟槐花蜜及枣花蜜特惠

价100元4斤；荆花蜜100元5斤。蜂王浆
80元/半斤，买两斤送半斤。出口级蜂王
浆120元/盒，买四盒赠送一盒。购物满
200元，送礼品一份，礼品数量有限，送
完即止。特别说明：本次活动是最后一次
特惠价，望把握住机会。
品鉴地址：南京路110号

半岛都市报社一楼大厅
品鉴时间：3月15日-3月19日

(本周五至下周二)
咨询热线：80889302

沂山蜂蜜 蜂王浆再惠岛城 今起来报社选购放心蜂产品
成熟槐花、枣花蜂蜜100元4斤，荆花蜂蜜100元5斤，蜂王浆买四赠一，购物满200元，送礼品一份

连续两天回调，牛市还会不会来
A股昨日近百股跌停，沪指失守3000点大关

综合奖补、贷款贴息、财力奖补
山东三种方式奖励高水平企业技术改造

文登西洋参本周特价惠民，欢迎选购

因内部升级改造，3月25日起《琴屿秀》停演

□半岛记者 刘红 报道
本报3月14日讯 记者14日从青

岛市旅游集团获悉，大型室内艺术表演
“有朋自远方来”之《琴屿秀》艺术表演
自2019年3月25日起暂停表演。
公告显示，自2019年1月1日开演

以来，“有朋自远方来”之《琴屿秀》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应，感谢市民游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
关心与支持。因内部升级改造，“有朋自
远方来”之《琴屿秀》艺术表演自2019
年3月25日起将暂停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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