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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威海彩市最近什么
即开票最火爆，肯定非“日进
斗金”莫属。作为顶呱刮首款
珠光票，一上市便俘获了众
多彩民的心，新颖的设计、好
玩的游戏让大家爱不释手，
更让人高兴的是，省体彩中
心为回馈彩民，推出了刮出

“福禄寿喜”送平板电脑活
动，让大家刮票时有更多惊
喜，截至2月22日，威海已经
拿到了10台平板电脑。

笔者走进市区的17007

体彩投注站，正好有一位彩
民刮“日进斗金”时中出一台
平板电脑，站长老戚心情十
分激动，“最近大家都在刮平
板电脑，威海中了不少，我的
站点上一个老彩民也中了一
部，真的恭喜他。”

新票刚刚上市，便在威
海掀起了刮票热潮，现在走
进威海的体彩投注站，都被
浓浓的新票氛围包围，大家
都在享受着顶呱刮“日进斗
金”带来的无限乐趣。当然，

威海彩民高涨的刮票热情也
得到了回报，截至2月22日，
已经有10台平板电脑花落威
海。

珠光闪闪放光彩，日进
斗 金 大 奖 来 。刮“ 日 进 斗
金”，不但有机会中取最高
100万元的大奖，还有机会
将平板电脑带回家。一张顶
呱刮，双重惊喜，赶快去体
彩投注站体验新票，收获超
级幸运吧！

(张笑尘)

顶顶呱呱刮刮““日日进进斗斗金金””活活动动威威海海彩彩民民已已获获1100台台平平板板电电脑脑

本报威海2月22日讯(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朱同伟)
男子刘某游手好闲，骑车闲

逛“弄钱花”，他窜至一小区楼
道盗走一个电动车电瓶卖了
130元。22日，因盗窃，刘某被处
行政拘留5日。

20日，市民刘先生发现停
在楼道的电动车“电瓶不见
了”，涝台边防派出所民警调取
了小区监控锁定一男子，视频
追踪确认男子出现在张村。经
过大量摸排，在张村一小区里，
民警发现了男子作案当天骑的

那辆电动车。
蹲守两天，22日，民警抓获

了嫌疑男子刘某，刘某对盗窃
电瓶一事供认不讳。

刘某在威海务工，近日手
头拮据，便想“弄点零花钱”。2
月19日，刘某骑着新买的电动
车出去闲逛寻找“猎物”，他优
先选择以前工作单位附近的开
放式居民小区，因为熟悉那里
的情况。

刘某把自己的电动车停在
小区门外，他先步行至附近的
垃圾桶附近，捡了一个废弃袋。

随后，刘某进楼道搜寻，很快发
现了一辆黑色电动车，他迅速
抬起电动车车座，抽出电瓶装
进废弃袋。

得手后，刘某小心翼翼抱
着装电瓶的废弃袋紧贴居民
楼墙边走，走到一栋楼拐角
处，将电瓶放在地上，又一路
小跑去小区门口骑回自己的
电动车，载着“战利品”直奔
他的租房。回租房换了件衣
服，刘某马不停蹄去修车行卖
掉电瓶，卖来的130元钱很快
被他挥霍一空。

偷偷了了一一个个电电瓶瓶，，男男子子被被拘拘55天天

威威海海彩彩民民斩斩获获1111选选55任任选选五五奖奖金金1166220000元元

近日，彩民方先生 (化
姓)来到了威海市体彩中心
办理兑奖手续。据了解，方先
生幸运中得11选5任选五玩

法奖金16200元，中
奖后第二天便请假
赶来体彩中心领取
自己的幸运大奖。
方先生说自己坚持
购彩已经有好几年
的时间了，大乐透、
排三、排五、11选5等
都很熟悉，而且也总
结了一套属于自己
的投注方法。2月9日
晚上，跟朋友吃完饭
的方先生来到荣成
市石岛开发区17843
投注站，看着墙上的
走势图，他开始了自

己的研究。在分析了多期的
出奖号码后，他将自己的初
选号码与站点的彩民交流起
来，最终果断出手，买了一张

30倍的“02 04 06 07 08”任
五单式票，几分钟后，开奖号
码一一揭晓，方先生幸运中
得奖金16200元。兑奖后，方
先生表示这次中奖只是他好
运的开始，他还会继续关注
体彩、支持体彩，相信自己在
今年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

自2017年2月12日起，“11选
5”新一轮3000万元大派送活
动正火爆进行中，任选三、任
选五两大热门玩法齐加奖，
每天78期送不停！如果您是
11选5的忠实爱好者，怎么能
错过这样大好的机会？如果
您还没有尝试过11选5玩法，
就更加不能错过！快到您身
边的投注站一展身手吧！

(张笑尘)

前前三三直直选选送送大大奖奖
威威海海彩彩民民收收获获奖奖金金3377444400元元

前三直作为11选5众多玩
法中唯一奖金超过千元大关
的“奖金大户”，一直以来为体
彩爱好者所热捧，近日，威海
文登市17183投注站传来喜
讯，彩民尹先生(化姓)以一张
11选5难度最大的前三直选倍
投32倍票，收获奖金37440元。

老尹是一位地道的资深
彩民，平日中就喜欢和数字打
交道，擅长各类数字型游戏，
尤其钟爱体彩“11选5”的前三
直玩法。位于文登市汕头路的
17183投注站，是老尹常常光
顾的地方，2月6日，老尹一大
早就来到投注站，闷着头一坐
就研究起来。经过深思熟虑的
老尹最终定下了“02 04 01”
这组号码。“当时就觉得这组

号码不错，准备跟上几期，索
性就加大倍投，这样奖金成色
也高啊！”令他惊喜的是，当天
第二期一开奖，自己凭借这组
号码，揽获了前三直选32倍大
奖，奖金37440元。

近日，老尹来到了市体彩
中心领取大奖：“真的太‘给
力’了，体彩真是‘给力’，11选
5更加‘给力’，竟然给我带来
了这么大的惊喜！鸡年肯定是
个红火年！”

目前“11选5加奖3000万”
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威海彩
市持续升温，大奖频出，如果
您也心动了，赶紧到附近的投
注站一试身手吧，不要错过每
一个幸运的机会哦！

(张笑尘)

鸡年伊始，大盘站上3200
点，春季行情是否将延续，投
资者如何寻求风险和收益之
间的平衡点，成为大家关注的
焦点。银华惠安拟任基金经理
王鑫钢表示，从基本面角度看
债市今年有一定的投资机会，
与此同时，可发挥多重投资优
势，力争分享权益市场收益，
提高组合整体收益。正在发行
的银华惠安定开混合基金以
债券打底，同时辅以新股申购
和定向增发两大掘金策略，有
望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回
报。

债券配置机会较好
王鑫钢表示，从2017年宏

观环境来看，宏观经济面临地
产投资下行、产能仍待去化等

因素带来的下行压力，全球政
策组合或将面临切换。

对于近期的再融资新政，
王鑫钢认为，这一新政对一年
期竞价定增相对利好，对三年
期定增有一定压制作用，因此
中长期看会大概率增加一年
期定增的项目总量。“新政的
推出，对市场上某些用折扣率
策略进行配置的产品有较大
的冲击，但对于我们这些采用
个股α策略的产品则优势更加
明显。”

三重策略“固收+打新+
定增”

据悉，银华惠安定开混合
将不低于60%的资产投资于
债券、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等
固定收益工具，精选中短久期

的债券，为基金积累充足的
“安全垫”，并在投资中通过对
各类债券金融工具之间的比
例进行适时、动态的分配和调
整，确定最能符合该基金风险
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此外，
在定增领域，银华基金也积累
了丰富的投资经验，截至去年
底，银华基金能参与定增的公
募基金资金规模已近300亿。

作为一只定期开放型基
金，银华惠安定开混合还将采
用“封闭管理+定期开放”的管
理模式，以18个月为一个运作
周期。值得注意的是，该基金
成立后将借用公募基金的上
市交易机制，在上交所挂牌上
市，届时投资人可通过二级市
场交易获得流动性。

银银华华惠惠安安拟拟任任基基金金经经理理王王鑫鑫钢钢：：
债债券券叠叠加加一一级级半半市市场场策策略略 提提高高组组合合收收益益

恒恒指指连连续续走走强强
华华夏夏多多只只投投资资港港股股基基金金收收益益亮亮眼眼

2017年开局以来，A股
依旧震荡，港股则持续走强，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17
日 ，恒 生 指 数 年 内 大 涨
9 . 06%。受益于港股发力，投
资港股的基金产品迎来新年

“开门红”，华夏基金旗下多
只掘金港股基金为持有人捕
捉这一波港股行情，收益亮
眼。Wind数据显示，华夏沪
港通恒生ETF、华夏恒生
ETF、华夏大中华企业精选
基金(QDII)今年以来分别

取得7 . 58%、7 . 75%、6 . 1%的
收益率，其最近一年收益率
分别为35 . 55%，37 . 29%和
30 . 63%，其自成立以来至今
的 年 化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5 . 49%、6 . 15%和27 . 88%。
不少券商对今年港股市场持
看好态度。业内人士建议，鉴
于目前普通投资者直接参与
港股投资还存在一定门槛限
制，对香港市场了解也有限，
可以通过投资港股的基金分
享港股上涨红利。

5577名名困困难难士士兵兵获获救救助助金金1177 .. 11万万元元

本报威海2月22日讯(记
者 王震 通讯员 王颖)

22日，威海市民政局在驻
威部队中开展专项救助困难
士兵家庭活动，为57名困难
士兵发放17 . 1万元救助金。

驻威某部士官宋某来自
山东邹平，去年1月，一对双
胞胎女儿早产2个多月并发
肾功能衰竭、呼吸窘迫症、眼
角膜病变、听力缺失，先后到
省内多家医院接受治疗，出
院后又需长期吸氧，继续接
受听力、视力恢复治疗。两个
女儿的出生给这个平凡的家

庭既带来了幸福，又添了沉
重负担。小宋所在部队帮他
申请了这次救助，21日，宋某
拿到了3000元救助金。

市民政局每年在市慈善
资金、市级福彩公益金中列
支专项经费，用于救助因突
发重大疾病、重大变故和重
大自然灾害而导致家庭生活
困难的驻威部队现役官兵。
救助活动按个人申请、所在
部队审查、市民政局审核的
程序办理。该项活动自2007
年实施，十年累计发放480余
万元，惠及11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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