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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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100 63 . 21% 恒瑞医药、运达股份、华兰生物、中粮糖业、智飞生物 1 9 . 54% 孙威特

2 陆孝忠 1496100 49 . 61% 中国石油、东阿阿胶、国机汽车、浙江龙盛、农业银行 2 8 . 88% 马朋朋

3 刘海金 1482500 48 . 25% 贵州茅台、宋城演艺、同花顺、利亚德、特变电工 3 7 . 79% 张晓欣

4 田荣 1427500 42 . 75% 贝达药业、复星医药、亨通光电、中国神华、格力电器 4 7 . 07% 陈晓明

5 毛德旺 1411000 41 . 10% 同花顺、中国交建、新希望、金螳螂、恒瑞医药 5 6 . 80% 杜海梅

6 张继超 1368200 36 . 82% 华测检测、长盈精密、武汉中商、皇马科技、中核科技 6 5 . 43% 李存宏

7 景奉平 1299500 29 . 95% 亨通光电、国机汽车、航天信息、浙江龙盛、嘉化能源 7 4 . 57% 刘海金

8 张玉川 1268200 26 . 82% 航天信息、农业银行、东阿阿胶、华兴源创、中国通号 8 4 . 53% 崔旭明

9 张晓欣 1250600 25 . 06% 信维通信、金风科技、新智认知、中天科技、三安光电 9 4 . 05% 矫学峰

10 陈晓明 1234300 23 . 43%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三安光电、东方雨虹、招商蛇口 10 3 . 96% 董世浩

11 孙楚桓 1231600 23 . 16% 润和软件、东晶电子、恒铭达、昌红科技、绿康生化 11 3 . 77% 李伶俐

12 孙威特 1229400 22 . 94% 新城控股、复星医药、欣旺达、华灿光电、国祯环保 12 3 . 51% 李云强

13 张建宾 1213800 21 . 38% 中国平安、格力电器、招商银行、双汇发展、济川药业 13 3 . 20% 牛文龙

14 马朋朋 1203900 20 . 39% 四维图新、永贵电器、浪潮信息、东方中科、千方科技 14 3 . 20% 王兆详

15 董世浩 1167800 16 . 78% 格力电器、大族激光、海螺水泥、复星医药、亨通光电 15 3 . 03% 于凯

16 李存宏 1154000 15 . 40% 赣锋锂业、云天化、华友钴业、天齐锂业、电魂网络 16 2 . 93% 张建宾

17 张强 1133000 13 . 30% 兴业银行、冀东水泥、金地集团、华东医药、中国国旅 17 2 . 56% 张继超

18 肖世宇 1132000 13 . 20% 贵州茅台、片仔癀、伊利股份、格力电器、恒瑞医药 18 2 . 49% 周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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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8日收盘6194 . 16点，涨幅21 . 87%。参
赛人数4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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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10月8日讯 10月8日半岛

记者获悉，上市青企软控股份发布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与青岛西湾不大软件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湾软件”）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西
湾软件不再介入软控股份。今年8月10
日，软控股份曾发公告称，公司实控人
将由创始人袁仲雪变更为李兆年及其
女婿杨浩涌。杨浩涌是广告中反复强调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瓜子二手车创
始人；双方通过《表决权委托协议》，袁
仲雪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表决权委
托给李兆年及杨浩涌。因权益变动事项
未触及要约收购，此次实控人变更当时
被描述成“0元买壳”、“瓜子二手车创
始人A股神操作”。而终止协议签订后，
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仍为袁
仲雪。
根据公告，软控股份于近日收到西

湾软件的通知，西湾软件与公司控股股
东袁仲雪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决定终
止于2019年8月9日签署的《表决权委

托协议》，双方于2019年9月30日签署
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终止协议》。
8月10日，软控股份公告，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袁仲雪于8月9日
与西湾软件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
袁仲雪将其所持有的公司的股票1 . 4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 . 56%）表决
权委托给西湾软件行使。本次表决权委
托完成后，西湾软件将成为公司单一拥
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李兆年、杨
浩涌合计持有西湾软件的控股股东青
岛西湾软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软控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李兆年及杨浩涌。
《表决权委托协议》签署后，在执行
过程中，因西湾软件股东筹划股权转让
事宜，导致西湾软件未能在2019年9
月30日前如约受让袁仲雪持有的软控
股份2%的股权。因此双方就终止表决
权委托协议进行了友好协商。终止协议
签订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仍为袁仲雪。
软控股份在公告中称，考虑公司所

处的橡胶机械行业总体市场规模偏小，
计划在发展现有橡机装备、积极拓展行业
市场的同时，推动公司实现在智能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等领域的战略布局，
袁仲雪仍然希望后续引进新的战略合作
伙伴，在保持现有橡胶机械业务竞争力的
同时，为公司在未来产业升级及产品拓展
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努力实现上市公司持
续盈利和稳定长远地发展，从而保障公
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半岛记者 张欣健 报道
本报10月8日讯 10月8日青岛海

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启动招股。上市
后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简称为“海尔生物”，股票代码为688139。
10月7日，海尔生物披露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公告显示，海尔生物拟
公开发行7926 .79万股，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25%，其中初始战略配售预
计发行数量不超过396 . 34万股，占发
行总数量的5%。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10月11日，海尔生物将于10月8日至
10月10日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向符合
要求的网下投资者进行网下推介。10
月14日确定发行价格，10月16日网上
申购配号，10月22日刊登《发行结果公
告》、《招股说明书》。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专业寿险子公司，总部位于上
海。公司依托建设银行，以“诚信、精业、稳健、创新”为核心，以成为银行系保险公司
的标杆为己任，全心全意为建设银行及社会客户提供优质的保险产品和专业的金融
理财服务，与建设银行实现了客户、渠道和资源的共享。
建信人寿青岛分公司成立于2012年7月，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岛城设立的首

家寿险分支机构，成立后依托建行青岛市分行渠道，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保费
连续多年复合增长率超100%，业务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竞争力稳健提升。
建信人寿青岛分公司个人业务渠道搭建了一支硕博代理人团队，团队成员由博

士、硕士及同等学历人才组成，硕博团队以服务高净值客户为目标，为客户进行专业
家庭财务管理培训，助力客户实现保险保障的同时成就科学的人生规划。

招聘岗位：
个人营销团队营业部经理、营业部高级主任，负责硕博团队组建，资源维护和开

发。服务于公司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的金融保险服务。
基本要求：
1 .年龄25-50周岁；
2.热情积极，有爱心，有责任心；
3.学历：硕士及以上，专业不限；
4.保险从业经验不限。

薪酬福利待遇：
1 .周末双休，国家法定节假日。
2 .薪资构成：无责底薪+培训津贴+首年佣金+续年度服务津贴+继续率奖金+

季度奖金+管理津贴。
3.完善透明的晋升机制和终身免费系统培训

如果您是研究生或MBA，正在寻找创业项目，欢迎您来公司交流考察。
如果您有志于加入高端人脉圈、为您的高净值客户或朋友提供家庭保险规划，

建信人寿为您提供专业培训和指导。
如果您是特殊人才，比如在国学领域有一定研究，有教育、收藏、艺术等方面从

业经验，或在金融领域有成功经历，学历可放宽至本科。
巨轮已成，风满扬帆。建信人已准备好，期待您的加盟！

建信人寿青岛分公司
硕博团队招聘启事

联系人：张颖 联系电话：15666683860
电子邮箱：ying.zhang6@ccb-life.com.cn

中银三星青岛分公司积极响应银保
监会要求，部署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
动，8月30日成立活动领导小组，各部门
各司其职，将本次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
9月1日，位于亚麦国际中心二层的

中银三星青岛客服中心，横幅、海报等宣
传用品已经张贴摆放整齐了，通过氛围
的烘托，吸引了不少往来客户的注意。与
此同时，依托中国银行的资源，中银三星
又增加了品类多样的宣传折页，如
《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防伪特征》、
《反假货币 人人有责》《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手册》等，连同原有的《青岛保险》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切实防
范非法金融活动》等折页一同发放给消
费者，深化行司联动，共同提高消费者多
维度、全方面的金融素养，引导消费者合
理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自觉抵制不良
金融信息。
9月4日，中银三星人寿青岛分公司

组织了“普及金融知识，防范金融风险，
共建小康社会”专题客户联谊会。会间向
客户介绍了非法集资的常用手段、第五
套人民币防伪特征等金融知识，并进行
了有奖知识问答。现场客户参与积极性
高涨，并纷纷对宣传金融知识，普及风险
意识的重要性表示了赞同。
9月9日，中银三星青岛分公司又开

展了“金融知识宣传进社区”活动，向市
南区的居民宣传普及保险的功能作用和
保险产品服务的种类，提升老百姓管理
风险的意识，介绍保险责任、保险期间、
缴费期间、保额等概念，解答市民对保险
的困惑。
9月11日，中银三星青岛分公司走

进青岛市老年大学、青岛老干部活动中
心，开展“金融知识宣传之关爱老年”公

益活动。通过引导老年消费者科学合理
使用银行产品和服务，加强对个人金融
信息保护领域的宣传力度，提升老年消
费者抵御电信诈骗与非法集资的安全防
范意识。
中银三星人寿青岛分公司此次担当

社会责任，普及金融知识的一系列活动
活动收到了客户和群众的一致好评，为
岛城保险行业的宣传增添了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

“普及金融知识，防范金融风险，共建小康社会”

中银三星人寿宣传活动进万家

表决权委托协议终止，“0元买壳”操作未能实现

西湾软件不再介入软控股份

海尔生物首次公开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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