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15:30 亚泰VS恒丰
19:35 斯威VS建业
19:35 申花VS苏宁

9月16日
19:35 人和VS华夏幸福
19:35 鲁能VS富力

西甲西甲
9月15日
19:00 马竞VS埃瓦尔
22:15 皇家社会VS巴萨
9月16日
02:45 毕尔巴鄂竞技VS皇马

意甲意甲
9月15日
21:00 国际米兰VS帕尔马
9月16日
00:00 那不勒斯VS佛罗伦萨
18:30 罗马VS切沃
21:00 尤文图斯VS萨索洛

9月17日
02:30 卡利亚里VS AC米兰

德甲德甲
9月15日
21:30 拜仁VS勒沃库森
9月16日
00:30 门兴VS沙尔克04

法甲法甲
9月15日
23:00 卡昂VS里昂

FF11大奖赛新加坡站大奖赛新加坡站
9月15日 21:00 排位赛
9月16日 20:10 正赛

第18250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61349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69890元
开奖结果：9 1 7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8553注0注14016注

本地中奖注数28注0注36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994.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3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000000元

第18250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629290元
开奖结果：9 1 7 3 8

本期中奖情况

229787932.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108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5 07 15 17 20 24 27
特别号码

2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12
256
814
7457
14688
86988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1
5
16
62
317

每注奖金（元）
1676309
19956
1870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167752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494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0注6注193注2541注32901注395777注431418注

每注奖金 -63759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0元382554元347400元762300元658020元1978885元4129159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81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453462元
开奖结果：4 3 0 3 6 2 5

本期中奖情况

31912112.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1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5 5 1

青海省销售总额：571190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1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64
5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66560
197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8

中奖总金额：8629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250期

客户姓名
李成

房号
萨尔斯堡西区二期29#楼二单元2072

认购时间
2018年6月1日

“中房·萨尔斯堡”房屋认购违约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您与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
自房屋认购七日内补交首付款并签订《商品房预售合
同》。自认购三日后，我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
等形式多次催促您前来办理签约手续，您至今未来办
理。

现我公司在多方督促无效，您拒不配合的情况

下，该公示如下：
我公司将于2018年9月19日起正式终止以上认

购协议相关约定，并将以上商品房另行销售，定金不
予退还，且我公司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9月15日

恒大绝杀国安 上港重返榜首

新华社马尼拉9月14日电（记者郑昕）
在13日晚的男篮世界杯预选赛上不敌伊朗
队，赛后乘机回国时又遭遇航班长时间延
误，菲律宾男篮国家队可谓“屋漏偏逢连夜
雨”，如此舟车劳顿还很有可能影响到球队
17日主场迎战卡塔尔队的比赛。

在男篮世界杯亚太地区预选赛F组的
比赛中，菲律宾队在德黑兰以73：81不敌强
手伊朗。在比赛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息即打
道回府的菲律宾男篮，没想到又受困于机
场。由于超强台风“山竹”即将登陆菲律
宾，造成目的地马尼拉国际机场方面的大
面积延误，截至 14 日 12 时，菲律宾男篮乘
坐的航班还未起飞且已延误超过 12 个小

时。本来在14日傍晚就能回国的球队，预
计15日上午才能回到马尼拉。

这一“囧途”很可能打乱球队计划，影
响到菲律宾队的下一轮比赛，因为在17日
晚，菲律宾男篮就将在马尼拉迎战卡塔尔
队。目前菲律宾队以7战4胜3负积11分，
与同积13分的澳大利亚和伊朗队之后居于
F 组第三位，且只领先第四名日本队 1 分。
卡塔尔队则以2胜5负的战绩排名垫底。

根据世界杯亚太地区预选赛出线规
则，每个小组前三名以及一个成绩最好的
第四名将与东道主中国一起进入2019年首
届男篮世界杯正赛，因此与卡塔尔队一战，
菲律宾人已不容有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9月15日，英超
联赛第五轮交锋全面展开。热刺将与利物浦
展开强强对话，这也是本轮最值得关注的一
场焦点之战。不过，利物浦在赛前却迎来了
一个利好消息，热刺两员大将确定无缘本场
比赛。

北京时间9月13日晚热刺官方宣布，主
力门将洛里斯和锋线大将阿里因伤缺阵与利
物浦的较量，另一员中场大将西索科也无缘
本场比赛。这三人的缺阵对热刺的影响不
小，特别是门将洛里斯，从技术和精神层面上
简直无可替代，老将沃尔姆可能取而代之。

阿里的缺阵，也让热刺攻击线主力的激
烈竞争减弱了一些，此前小卢卡斯连续进球，
已经完全取代了孙兴慜的主力位置。这次阿
里无法出场，孙兴慜有机会再度回归主力。

虽然本场比赛热刺有大将缺阵，但是对
于利物浦来说也并不好踢，上赛季热刺曾在
主场以 4：1 大胜利物浦。目前凯恩、小卢卡
斯等人状态正佳，而利物浦三叉戟也不遑多
让，本场比赛必将是一场火花四溅的大战。

此外，下周利物浦和热刺都将出战欧冠
联赛小组赛首轮，其中热刺的对手是国际米
兰，而利物浦则将
面临强大的巴黎
圣日耳曼。利物
浦连续遭遇强敌，
他们是否会为了
欧冠而留力？我
们拭目以待。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9 月 14 日，中
超联赛第22轮展开较量，大连一方在客场以
1：0 战胜天津权健，不仅终结了此前联赛客
场不胜的尴尬纪录，还让球队的保级前景变
得光明起来。同时，一方也可以将更多的精
力投入到足协杯赛场上。

一方此前在联赛的客场战绩相当糟糕，
仅取得2平8负的战绩，这也令一方成为客场
战绩最差的球队。对于一方来说，想要尽快
实现保级目标，必须要在客场具备取分乃至
赢球的能力。

此番客场面对仅剩下权敬源一名外援出
战的权健，这对一方来说，无异于天赐良机。
以强阵出击的一方，也展现出了强于对手的
实力。最终，U23 小将李帅的一锤定音帮助
一方战胜权健，拿到了宝贵的客场首胜。

一方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后，也以7胜5
平10负积26分，暂时领先排名倒数第二的重
庆队9分，保级形势变得一片光明。更为重要
的是，一方接下来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
足协杯较量中。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一方
因为分心联赛保级，只派出半支主力出战，导
致一方在主场以 0：1 不敌鲁能陷入被动局
面。在接下来的次回合较量，一方将在客场
全力与鲁能争夺足协杯决赛权。

热刺热刺两员大将两员大将

因伤无缘战利物浦
今日 19:30 热刺VS利物浦

今日
22:00 切尔西VS卡迪夫
22:00 曼城VS富勒姆
22:00 纽卡斯尔VS阿森纳

9月16日
00:30 沃特福德VS曼联

体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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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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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贝鲁特9月13日电（记者李良
勇）13 日，在黎巴嫩举行的 2019 年国际篮
联篮球世界杯亚太地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
赛中，中国男篮蓝队以 88：92 不敌黎巴嫩
队，这也是中国男篮历史上首次输给对
手。

随着第二阶段比赛正式拉开战幕，也
就意味着男篮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而
中国男篮“红蓝两队”在合并前的“暗战”也
将越来越激烈。

不久前，李楠率领的中国男篮红队在
雅加达亚运会赢得金牌，而且一场未输；如
今，杜锋麾下的中国男篮蓝队，出征世界杯
预选赛却出师不利。

主帅杜锋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双方都打得很好，但球
队在防守、抢篮板等方面做得不够好。”他

提及中国队中有7名新人是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国际比赛，“他们可能都会在场上出一
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学费交得还是值得
的。虽说有些球最后处理得不是很好，但
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球员在场上那种韧性、
那种拼搏付出的精神，他们需要去成长。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第一次经历收获还
是很大的”。

队长周鹏说，中国队虽然一度领先，但
没有处理好关键球，“毕竟我们这支队伍有
很多年轻球员，第一次打这种国际比赛。
对于我们来讲，本场比赛能够积累宝贵的
经验，虽然我们输了球，但我们没有气馁，
每个人都很努力”。

赛后统计数据显示，黎巴嫩队的前锋
海德尔拿下全场最高的 26 分。周鹏则有
22分进账，为全队最高个人得分。

世预赛：中国男篮蓝队不敌黎巴嫩
男篮世预赛 9月17日 19：35 中国男篮蓝队VS约旦

比赛落败航班延误 菲律宾男篮菲律宾男篮““祸不单行祸不单行””

终结客场不胜

一方保级前景逐渐光明

新华社伦敦9月14日电 切尔西主教练
萨里14日表示，希望原切尔西队长特里在结
束球员生涯后回到斯坦福桥，加盟自己的教
练团队。

现年37岁的特里效力切尔西22年，2017
年6月特里离开切尔西加盟阿斯顿维拉一个
赛季，本周特里刚刚拒绝了来自莫斯科斯巴
达克队的邀请。萨里表示，如果特里加盟自
己的教练团队对于切尔西上下都会有很大的
帮助，但特里很可能还会继续再踢一个赛季。

“上次我和他（特里）交流时，他告诉我还
想再踢一个赛季。”萨里说，“最终的决定还要
看他，如果他想再踢一个赛季，我觉得他应该
努力实现这个想法，但是如果他想来帮助我
们，我当然特别高兴。”

萨里执教切尔西的前四场英超比赛都取
得了胜利，目前切尔西以四连胜战绩在积分
榜上与利物浦、沃特福德共同领跑积分榜。

切尔切尔西主帅萨里西主帅萨里

希望特里加入教练团队

新华社上海9月14日电（记者朱翃 郭敬
丹）14日，2018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首场半决
赛的争夺中，由奥沙利文对阵凯伦·威尔逊。
虽然在前半程的争夺中两人不分伯仲，但后
半程奥沙利文发威，最终以10：6力克威尔逊，
率先晋级决赛。

率先晋级决赛后，奥沙利文将有一天休
息时间，来等待主场作战的丁俊晖与霍金斯
的胜者，“打进决赛当然很开心，如果能与丁
俊晖在中国本土打决赛会更加开心，因为之
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

奥沙利文率先晋级决赛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14日，中超联赛
第22轮争夺中，广州恒大在主场依靠塔利斯
卡在补时阶段的绝杀，以1：0力克北京国安，
豪取五连胜的同时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仅
落后“领头羊”上海上港1分。上海上港则在
客场以5：2大胜天津泰达，并凭借本场胜利重
返积分榜首。

赛前，恒大落后国安3分，如果能够取胜
将追平积分并凭借互相战绩优势反超对手，
因此主场作战的恒大求胜欲很强。上半场，
连续错过机会的恒大与国安互交白卷。

第61分钟，梅方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在观
看VAR后判罚点球，奥古斯托主罚的点球被
曾诚奋力扑出，国安错失最好的进球机会。第
74分钟，郑智中场送出过顶长传，高拉特小角
度射门入网，但裁判在观看VAR后认定郑智
犯规在先，取消进球。第83分钟，于大宝右路
传中，巴坎布中路力压梅方头球破门，但裁判
认为巴坎布推人在
先，再次取消了进
球。恒大在最后时
刻全力出击，奋力一
搏。第91分钟，高拉
特送出妙传，塔利斯
卡高速插上单刀推
射破门，一锤定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