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
排名 管理人 总资产

（元） 总收益率 持仓标的 月度
排名收益率 管理人

1 崔旭明 1475500 47 . 55% 长春高新、恒瑞医药、华兰生物、双汇发展、智飞生物 1 11 . 91%李云强
2 毛德旺 1439600 43 . 96% 同花顺、中国交建、新希望、金螳螂、恒瑞医药 2 3 . 60% 郭润龙
3 田荣 1431400 43 . 14% 贝达药业、复星医药、亨通光电、中国神华、格力电器 3 3 . 01% 李伶俐
4 景奉平 1358900 35 . 89% 亨通光电、昆仑万维、宇通客车、复星医药、大族激光 4 2 . 05% 宋翔
5 刘海金 1357800 35 . 78% 贵州茅台、宋城演艺、同花顺、利亚德、特变电工 5 1 . 93% 董世浩
6 张继超 1293500 29 . 35% 华测检测、长盈精密、武汉中商、皇马科技、中核科技 6 1 . 85% 景奉平
7 刘鹏 1273000 27 . 30% 中国平安、浙江医药、信立泰、中材国际、马应龙 7 1 . 71% 张强
8 孙楚桓 1235000 23 . 50% 成都银行、农业银行、安道麦A 、锡业股份、福瑞股份 8 1 . 51% 张晓欣
9 张玉川 1232700 23 . 27% 昆仑万维、国机汽车、岭南股份、江苏租赁、宇通客车 9 1 . 47% 刘鹏
10 陈晓明 1224800 22 . 48%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三安光电、东方雨虹、招商蛇口 10 1 . 28% 田荣
11 张建宾 1221400 22 . 14% 中国平安、格力电器、招商银行、双汇发展、济川药业 11 1 . 12% 崔旭明
12 董世浩 1180900 18 . 09% 格力电器、大族激光、海螺水泥、复星医药、亨通光电 12 0 . 88% 张建宾
13 孙威特 1163900 16 . 39%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13 0 . 78% 毛德旺
14 孙帅 1161900 16 . 19% 福耀玻璃、威孚高科、金螳螂、澳洋顺昌、雪榕生物 14 0 . 63% 陆孝忠
15 肖垚 1149600 14 . 96% 大唐电信、上海贝岭、大众公用、金新农、誉衡药业 15 0 . 02% 肖世宇
16 张晓欣 1145600 14 . 56%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16 -0.33% 杜海梅
17 张强 1136400 13 . 64% 兴业银行、冀东水泥、金地集团、华东医药、中国国旅 17 -0 .93%刁贵伟
18 杜海梅 1115000 11 . 50% 信立泰、大族激光、格力电器、亨通光电、航天通信 18 -0 .97%张玉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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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收盘6040 . 73点，涨幅

18 . 85%。参赛人数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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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孙晓琳 通讯员 牟俐衡

日前，在双色球2019070期开奖
中，王先生（化姓）凭借在市北区商丘路
25号的福彩37020404投注站购买的一
张进行5倍投注的双色球单式彩票，喜
中5注二等奖，奖金合计91万余元，成为
当期岛城双色球开奖的最大赢家。
从中奖彩票来看，王先生选择了两

注号码。据他介绍，这两注都是他抱守
多年的自选号，是他根据家人的生日号

码等特别有意义的数字组成的“幸运号
码”。王先生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彩龄的
老彩民，平日工作之余，购彩是他最大
的爱好。王先生的购彩方式也十分丰
富，从最初热衷自己选号，到尝试过复
式和胆拖选号，到后来机选号码，再到
现在抱守自己的“幸运号”，并加上了倍
投。多年的购彩经历让他的心态愈发平
和，更加看重购彩选号的过程，以及彩
票的公益属性，购彩不单单是为了中
奖，更是他娱乐身心和奉献爱心的一种

方式。
购彩多年来，王先生的购彩之心始

终坚定，他理性购彩的初衷也从未动摇。
即便是中奖了，他也不会一时头脑发热
而盲目加大投入，他一直奉行的就是“细
水长流”。每期顶多几十元钱，但是坚持
期期都买，而他选择倍投，也是希望能
“幸运加倍”。其实算下来，王先生中出的
小奖真不算少，他也已十分满足，从未想
过自己能中大奖。但当大奖来临的时候，
王先生还是难掩内心激动，坦言大奖来

得特别及时，他正准备改善一下家人的
住房质量，这次的奖金正好可以用来填
补购房款的空缺。
据了解，自青岛市双色球促销活动

开启以来，深受岛城彩民的欢迎，截至双
色球第2019079期开奖，已中出的银币、
金条数量均超过计划赠送量，但申领数
量尚不足。根据本次活动金条“以成功审
核时间顺序为准，赠完为止”、银币“先到
先得，赠完为止”的规则，请符合中奖条
件的彩友积极领取、申报。

□半岛记者 孙晓琳 通讯员 牟俐
衡

最近青岛福彩中奖捷报频传，青岛
彩民林先生（化姓）通过刮刮乐中了头
奖，奖金高达20万元！中奖的刮刮乐彩
票名字还挺喜庆，是刚在岛城上市不久
的“福运红包”。20万元的大红包，还真
是福意满满。
年逾古稀的林先生是老彩民，身体

硬朗的他平常没事就喜欢出门活动筋
骨，顺便去附近的福彩投注站，买上几
张彩票试试手气，他最喜欢的福彩游戏
就是双色球和刮刮乐。每当福彩投注站
里有新票上市，他也会买上几张“尝尝

鲜”，每次花费不多，就为了图个乐。老
人手气还真不错，经常能刮中奖金，一
直乐在其中。
近日，林先生喜中刮刮乐“福运红

包”头奖20万元。中奖那天，他像往常
一样来到市北区西仲一路22号的福彩
37022210投注站，准备买上几张刮刮
乐试试手气，看到最近新上市的“福运
红包”样子很喜庆，就让工作人员给他
拿了一张，没想到运气不错，刮中了10
元钱，是个好彩头！林先生喜出望外，他
直接请工作人员又帮他换购了一张“福
运红包”彩票，林先生真是好运连发，这
第二张彩票，居然刮出了一等奖，奖金
高达20万元！

投注站的工作人员付先生也向记
者讲述了那天的中奖经过。“替老人开
心，也替站里感到高兴，第一时间就做
好了喜报和横幅挂在了站里。”付先生
介绍说，站里购彩的彩民年龄覆盖面很
广，年龄大点的更喜欢玩法简单的彩
票，比如今年的新票“66顺88发”。年轻
彩民大多喜欢玩法复杂一点的彩票，觉
得刮起来更有乐趣和挑战性，比如刮刮
乐新票“群英会”，每当刮刮乐有新票上
市，他都会主动给大家介绍，做好新票
的宣传工作，而彩民们也都乐于接受，
甚至有彩民会成本购买。无论怎样，都
希望彩民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
理性购彩。

□半岛记者 张欣健

7月8日以来，科创板进入“打新周”，
从周一开始，除了已经完成申购的华兴源
创、睿创微纳、天准科技、杭可科技，其余21
股将于本周内全部完成网上网下申购，并
将于7月22日正式开启交易。近日，记者随
机采访多位科创板开户的个人投资者，竟
然全部未能中签，但他们都表示对科创板
信心充足。业内人士表示，科创板中签率能
达到0.06%，超过A股新股申购的中签率。

热情高涨，一签难求

“我炒股20多年了，A股主板每年
能中一两次签，今年也已经中过一次
了。”岛城股民张弦女士告诉记者，在科
创板推出后不久，她就在机构办理了开
户，她对科创板的信心十分充足，认为前
期打新能够获得较高的收益，“人工申购
的，虽然没太深入研究这些个股，不过多
年的经验还是认为打新就是低风险高收
益的机会。”张弦说。
除了瞄准打新的老股民外，许多年

轻投资者也对科创板十分关注，半个月
前成功在科创板开户的90后股民侯再
最近也在积极申购新股，“也是一签没
中，不过后面几天申购的比较多，估计能
中。”侯再表示，他刚刚接触A股3年多
时间，还没有A股打新的经验，但是科创
板中签的概率要高于A股新股，他也抱
有很强的信心能够参与科创板打新。

从7月8日起，澜起科技申购拉开了“打
新周”的序幕。周三中国通号、光峰科技、福
光股份、中微公司、容百科技、新光光电、乐
鑫科技、铂力特、安集科技集中开启申购，据
业内人士介绍，打新中国通号，顶格申购将
100%中签，而且大概率不止中一签。
在周四和周五，分别有西部超导、虹
软科技、南微医学、心脉医疗、嘉元科技、
航天宏图、天宜上佳、沃尔德、瀚川智能、
方邦股份、交控科技等10余只个股开启
申购。同时业内人士也提醒个人投资者，

科创板打新不能自动申购，需要进行人
工申购，在开启申购当日，登入科创板账
户进入一键打新，按步骤操作即可。

中签率高于A股

“科创板打新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中泰证券分析师丁永升表示，从华兴源创、
天准科技、睿创微纳、杭可科技四家科创板
企业公布的中签情况数据来看，平均为

0.058%的中签率，这一数据高于A股新股
申购的中签率。同时也有分析认为本周的申
购中签率会略高于这四只现行申购的新股。
“科创板开户有50万和2年交易经
验的门槛，就是希望科创板投资者能够
根据经验做出合理研判。”业内人士表
示，科创板个股题材较为超前，专业性
强，项目研发周期可能较长，对于一般股
民来讲研判难度较大，想要把握投资机
会就更需要投资者深入研究，投资科创
板还是要警惕风险，谨慎研判。

□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7月10日讯 7月10日，半

岛记者获悉，上市青企民生控股发布
半年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0万元，比上年
同期上升295 . 86%，去年同期盈利
479 . 97万元，基本每股收益0 . 0357
元，去年同期为0 .0090元。
预告称，公司2019年半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
业务，相关业绩稳中有升；二是报告期
内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彩民倍投双色球喜中91万元
岛城双色球第2019070期5注银奖得主现身领奖，抱守家人生日号击中大奖

老彩民收到“福运红包”20万元大奖

股民参与科创板热情高涨，而且信心十足

科创板“打新周”，股民盼“吃肉”
■相关新闻

民生控股业绩预告
半年净利润同比涨295.86%

中奖彩票。（福彩供图）


	A1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