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新闻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雪梅 校对/ 娟妮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9A

尊敬的客户：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

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要求，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

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

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6%、10%。

为使您能及时取得购买4月30日前17%

和 11%税率商品的发票，避免因税率调整后

无法取得相应税率发票，现将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含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相关事项提

醒如下：

一、我们将在5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税

务总局的通知要求，把相应商品的税率由

17%调至16%、由11%调至10%。

二、如您在 5 月 1 日前在我公司购买了

17%税率及11%税率的商品，请您及时向业务

人员提出开具发票的要求，我们会在5月1日

前为你提供相应金额及税率的发票。如您在

5月1日后再提出开票要求或5月1日后进行

退货后重新购买，我们只能向您提供 16%税

率及10%税率的发票。

三、如您为持加油卡、加气卡消费后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客户，请您在4月30日17

时前至我公司相应开票网点，我们将根据您

此前购买成品油及天然气的消费记录为您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您在5月1日后再赴

开票网点开票，我们只能向您提供 16%税率

及10%税率的发票。

由此给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青海石油分公司

2018年4月13日

关于增值税税率事项告客户书
“水绕芳甸雾迷茫，垂柳如烟，梨花似雪，

垄上花正醉，别是天地远人间。”四月的贵德，
梨花开满整个小城，黄河岸边，梨花绕城，漫
天飞舞，雪山脚下，流水落花，微浪起伏。无
数游客来此赏花踏青，争相一睹高原“小江
南”的风采，而此时，由贵德县旅游局和西宁
晚报社联合主办的“贵德梨花盛开水车广场
房车联展”活动也拉开了帷幕，作为商业地产
领军企业的万达，携精锐招商团队亮相梨花
节现场，引爆2018招商局势。

作为西宁市海湖新区的商业中心，万达
金街是万达集团商业地产的主要投资项目，
是全国范围内与各万达广场相呼应的时尚步
行街品牌，以新颖、时尚的业态规划引领现代
步行街文化，带动地区商业发展。多条交通
轨道衔接成熟商业中心——万达广场，同享
万达广场无尽流动客流及已建西宁第一高万

达中心上万固定白领群，夏都金街拥有开业
即繁华的优势，使之迅速发展，一时成为西宁
年轻时尚人群聚居地。

截至目前，万达夏都金街已有 400 余家
品牌强势入驻，浦发银行、农业银行、西宁
农商银行、德克士、哥弟、阿玛施、北家姓、
赛奇西点、辰茶、乔丹、龙门花甲、好小仔、
花姑娘花店……同作为名牌商家汇集地，
为起势 2018 年全面招商，现万达商管团队
特推出免租期 1-6 个月的招商扶持政策，
结合拥有 4 万+粉丝数量的万达自身 IP，助
力开业联动宣传，专业高效管理团队为后
续运营保驾护航。

现万达夏都金街2018招商启幕，期待与
您携手创造西宁商业未来！咨询请到西宁万
达广场夏都金街北区中段（西关大街北侧，万
达广场6号楼北侧）。

贵德梨花节引爆2018招商局势
万达夏都金街争春

4月17日
08:00热火 VS76人
10:30马刺 VS勇士
4月18日
07:00奇才 VS猛龙
08:00雄鹿VS凯尔特人
10:30鹈鹕 VS开拓者

CBA联赛总决赛第二场 今日 19:35 广厦VS辽宁 CCTV5

CBA联赛总决赛剩余赛程：（主队在前）
第二场：4月17日 19:35 广厦VS辽宁
第三场：4月20日 19:35 辽宁VS广厦
第四场：4月22日 19:35 辽宁VS广厦
第五场：4月25日 19:35 广厦VS辽宁（如有需要的话）
第六场：4月28日 19:35 辽宁VS广厦（如有需要的话）
第七场：5月1日 广厦VS辽宁（如有需要的话）

新华社华盛顿4月15日电（记者王
集旻）詹姆斯和克利夫兰骑士队出师不
利！在 15 日进行的美职篮季后赛首轮
比赛中，骑士队爆冷在主场以 80：98 不
敌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在七场四胜制的
对决中输掉第一场。

常规赛步行者队上升势头明显，骑
士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是主场第一
场球就一败涂地还是让人大跌眼镜。骑
士过去几个赛季从未在季后赛首轮输
球，而詹姆斯职业生涯季后赛也从未在
第一场比赛失利，这场失败预示着骑士
的季后赛之路可能不会太平坦。

步行者本场比赛完全掌控比赛，首
节就拉开了19分的差距，随后主队曾经
起势，但是步行者应对自如，后卫奥拉迪
波再次打出 32 分的高分表现，冠绝全
场。而骑士队依然陷入詹姆斯单打独
斗、队友不给力的模式，詹姆斯拿下 24
分、12次助攻和10个篮板，其余四位首
发竟然总共只拿下25分。

詹姆斯貌似对前景并不感到担心。
“是吗？我以前季后赛第一场从没有输
过？这没关系，我们现在0：1落后，但是

骑士也曾经 1：3 落后，但还不是翻盘
了？所以等到最后时刻再见分晓吧。”

在2015至2016赛季总决赛里，当时
骑士曾经大比分 1：3 落后金州勇士队，
但最后骑士连追三场赢得总冠军。上赛
季骑士季后赛首轮 4：0 横扫步行者过
关，本赛季两队实力此消彼长，步行者常
规赛对骑士3胜1负，骑士的确需要打起
精神，找到应对的策略。

本场比赛骑士三分球34投仅8中，
20次罚篮投丢8次，詹姆斯坦诚对手更
强。他说：“步行者很有侵略性，比我们
更强硬，投篮也比我们更准。”

在当日进行的季后赛首轮其他比赛
中，凭借当家球星哈登的44分8助攻，休斯
敦火箭队主场104：101险胜明尼苏达森林狼
队。俄克拉荷马雷霆队116：108战胜犹他
爵士队，保罗·乔治和威斯布鲁克合砍65
分。凯尔
特人通过
加时苦战
以 113：
107 击败
雄鹿队。

新华社马德里4月15日电（报道员
谢宇智）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32轮15
日继续展开。皇家马德里客场2：1战胜

“副班长”马拉加，重新回到积分榜第三
位。这是齐达内执教皇马以来所取得的
第100场胜利。凭借这场胜利，皇马重新
在积分榜上超越巴伦西亚，以20胜7平5
负积67分的成绩排名第三，与领头羊巴
萨的差距仍为15分。

新华社罗马4月15日电 意甲足
球联赛第32轮15日结束了全部比赛
的争夺，其中那不勒斯客场0：0与AC
米兰互交白卷，而尤文图斯则在主场，
凭借曼朱基奇、赫韦德斯、赫迪拉的进
球 3：0 轻取桑普多利亚，将与那不勒
斯的分差扩大到 6 分。在罗马德比
中，拉齐奥主场与罗马队战平。目前
拉齐奥与罗马同积61分。

女足亚洲杯半决赛
4月18日 01:00 中国女足 VS 日本女足

新华社安曼4月16日电（记者林晓
蔚）中国女足将在17日的女足亚洲杯半
决赛中对阵上届冠军日本队。中国队主
教练埃约尔松 16 日在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虽然与日本的比赛中国女足不
被看好，但“铿锵玫瑰”仍有机会杀进决
赛。

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三战三胜，以小
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半决赛。但这支曾八
次夺得女足亚洲杯冠军的队伍，上一次
夺冠还要追溯到 2006 年。中国队和日
本队是老对手，上次碰面是在去年年底
的东亚杯上，中国队在比赛中获得多次
破门良机，但最终0：1小负。

从最新的国际足联排名来看，日本
队排名第11位，中国队排名第17位。日
本女足在2011年获得世界杯冠军，2014
年夺得亚洲杯冠军。本届杯赛日本队被
分入拥有澳大利亚和韩国的“死亡之
组”，在大胜越南之后被韩国队 0：0 逼
平，在最后一场关键战役中，日本队做到
了先进球，从而掌握了晋级的主动权，直
到最后时刻才被对手逼平，险些淘汰了
澳大利亚队。

埃约尔松说，队伍现在正全神贯注
备战半决赛。“可能很多人并不看好中国
女足，但我们坚信中国女足有机会赢球，
结果如何，明天就见分晓。”

埃约尔松表示，中国队对日本女足
过去的成就表示钦佩，但现在最重要的
是专注于发挥自己的实力，同时尽最大
可能去限制日本队发挥她们的实力。

尽管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阶段打进了
15个球仅失1球，但埃约尔松相信，对于
半决赛来说，此前小组赛的胜利没有太
多意义。这位前江苏苏宁女足俱乐部主
帅说，无论对手比中国队弱还是强，他都
不担心，中国队对于每个对手都拿出全
部的努力去比赛。“小组赛对手是谁，我
们不可能去选择。对我们来说，日本队
仅仅是下个对手。”埃约尔松说，日本队
擅长组织传球，其小组赛进球并不多，中
国队首先需要做好的就是防守。

日本队主教练高仓麻子认为，小组
赛艰难的晋级之路迫使每个球员都表现
出了高水准，这有助于她们和中国队的
半决赛。“球员们在这些艰苦的比赛中得
到了成长。我们的目标就是卫冕，半决
赛对阵中国这样一支长期处于亚洲一流
水平的队伍，我感到高兴。”高仓麻子说。

本报综合消息 CBA 总决赛首战，辽宁本钢在
客场以120：108击败常规赛冠军浙江广厦，总比分
1：0领先。次战将在北京时间4月17日晚进行，浙江
广厦控股继续主场作战，能否强势反弹扳平比分？
而辽宁本钢能否再接再厉，再下一城？

总决赛第一场较量，双方的首发阵容都有微调，
浙江广厦控股因苏若禹伤停，忌惮辽宁本钢的内线，
让孙铭徽和大外援博洛西斯搭挡首发，而辽宁本钢
将贺天举放在了首发阵容。从比赛来看，浙江广厦
控股虽能在打双外援阵容时，抓住韩德君无法扑出
来防守的弱点，在进攻端得分，但内线还是整体落下
风的。

浙江广厦控股全场篮板球32个，比辽宁本钢少
了10个，其中前场篮板只有8个，比对手少了7个，
控制不了篮板，也就没有办法打二次进攻、打反击。

苏若禹在记者赛后的追问中表示说“下一场一定
上”。苏若禹个人进攻手段单一，但在内线能顶防，对
前场篮板的保护做得也还可以，场均能有1.6个前场
篮板，仅比大外援博洛西斯场均少0.1个前场篮板。
不过，苏若禹即便次战能登场，也是扭转不了内线劣
势的，毕竟辽宁本钢内线人多势众，又各有特点。

浙江广厦控股内线不及辽宁本钢，外线论实力
也不如对手，但首战浙江广厦控股外线三分球投射
相当精准，全队41投21中，三分球命中率比两分球
命中率（36投18中）都高，三分球一项就比辽宁本钢
多得了21分，特别是老将林志杰，即使对方防守到
位，还是能在外线命中三分球，三分球10投7中，个
人独得24分，也正是因为外线的爆发，浙江广厦控
股才在首节落后11分的情况下，半场结束时仅落后
1分，不过在第三节无谓失误过多，导致分差被拉大，
末节随着体能下降，进攻效率也下降，无力逆转。

辽宁本钢对比赛准备非常充分，进入状态快，进
攻也较为流畅，本土球员发挥都比较出色。辽宁本
钢内线优势明显，低位能攻，中远距离还有篮子，给
了对方很大的压力。大外援巴斯可以说是打出了季
后赛迄今个人最佳一战，打博洛西斯有脚步更快的
优势，打胡金秋有身体优势，正面中投非常高效，全
场独得28分、10个篮板。辽宁本钢外线三分球命中
率虽不及浙江广厦控股，但是后卫线对福特森的贴
身防守做得相当好，迫使其降速，落入阵地战，打不
出快攻反击，而进攻端辽宁本钢又总能抓住对方退
防不及时的机会，打出犀利的快攻。

总决赛仅仅打了一场而已，次战看浙江广厦控
股如何变招改变颓势，第二场比赛对于浙江广厦控
股非常重要，如果带着0：2的总比分奔赴客场的话，
很可能会惨遭横扫。而首战在内、外线占有优势的
辽宁本钢，切不可自负，重蹈覆辙。在过去22年的
CBA总决赛中，首战获胜的球队，最终夺得总冠军
的多达16次，夺冠几率高达73%，不过，辽宁本钢并
不在此列，他们在2015-2016赛季总决赛首战取胜
的情况下，却连输四场，被四川队夺得了总冠军，辽
宁本钢莫忘惨痛的教训。

广厦今晚能否变招扳回一城

皇马重回三甲 尤文扩大分差

中国女足主教练：虽不被看好

但有机会杀进亚洲杯决赛但有机会杀进亚洲杯决赛

季后赛首战惨败步行者季后赛首战惨败步行者 骑士遭遇开门黑骑士遭遇开门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