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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支付奖积分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微信

支付、京东支付、唯品会和支付宝绑定中
国银行信用卡，并在活动期间进行快捷支
付即可累计积分奖励。每名客户每月最多
获得 10 万积分奖励。活动需通过中国银
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或缤纷生活 App 报名
参加 。

★微信绑卡支付享5元立减
2018年6月15日至2018年9月15日，首

次使用中国银行信用卡绑定微信支付钱包，

即可获赠微信支付5元立减金，绑定后使用中
国银行信用卡进行微信支付即可立减 5 元。
活动期间，每名客户可参加一次,活动名额有限。

★畅享美食
1、即日起的每周六、日，在西宁九记火锅

店（五一路店）、旧院牛肉火锅（夏都大街）和金
钟大排档（王府井B馆负一楼）消费，持中行信
用卡单笔满120元可立减60元，数量有限。

2、即日起的每周五、六、日，在万达广场
外婆小厨和小鹿披萨，持中行银联信用卡单
笔消费满 100 元可享随机立减 60-100 元优

惠，数量有限。
★畅观大片
即日起的每周六、日，持中行信用卡在西

宁万达影城（海湖店）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
片，20元观IMAX影片的优惠，在奥斯卡影院
可享 10 元观 2D/3D 影片。持中行信用卡在
格尔木盐湖数码影城和领航国际影城可享19
元观影、在海南州百佳影城和大通县天麒上
影国际影城可享9元观影优惠。

★畅快购物
即日起的周二、四、六和日，使用中国

银行缤纷生活 APP 绑定 62 开头中行银联信
用卡在惠客家超市（小桥店、民和路店、南
山路店、兴海路店和互助店）进行二维码支
付，可享满 60 元立减 30 元优惠,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以上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最HIGH中行卡，优惠

享不停，更多优惠可下载“缤
纷生活”APP，扫一扫即可下
载）

惠聚中行日，给您更多惠！中国银行信用卡钜惠来袭！

欧洲国家联赛
10月13日
02:45 克罗地亚VS英格兰
02:45 比利时VS瑞士
10月14日
02:45 荷兰VS德国
10月15日
02:45 波兰VS意大利
热身赛
10月12日
18:35 日本VS巴拿马
10月15日
00：00 苏格兰VS葡萄牙

周末看台

六强赛：中国女排将与美荷交锋
新华社柏林10月11日电 由于国际赛事的日

程安排紧密，德甲不得不在9月、10月以及11月连
续三次中断联赛，引发了德国足坛众多不满声音。

拜仁慕尼黑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建议，与其为
两场国际比赛三次暂停联赛，还不如将三场国际比
赛安排在两次联赛的休息期。他向媒体表示“这样
对目前的状况是种改进”。

拜仁慕尼黑主席赫内斯对此表示赞同，他表示
只前半赛季就暂停三次联赛“简直疯了”。

不莱梅主帅科菲尔特认为，国际比赛日期可以
考虑配合德甲的冬季停赛期调整安排：“如果其中
能有一场比赛可以调整到圣诞节前或者是赛季后
半段，我都不会反对
目前这种安排了。”但
由于欧洲联赛并不会
协调冬季休息时间，
科菲尔特所说的调整
很难实现。

多特蒙德CEO瓦
茨克也更倾向只安排
两场国际比赛而非已
定的三场，国际赛事
消耗的时间让他感到
颇为无奈：“即便是已
经抱怨了100遍，我们
也 只 能 接 受 这 种 安
排。”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0月
11日，据美国前方记者透露，火箭球
员周琦当天接受了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是扭伤，预
计伤停一个月。

周琦是在火箭与上海大鲨鱼的
季前赛中受伤的，当时路易斯·斯科
拉在争抢地板球时，整个身体压在
周琦的左腿膝盖附近。从慢镜头来
看，周琦的左腿疑似出现变形，让外
界担忧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伤情。

不过赛后，火箭主帅德安东尼
在谈到周琦的伤势时表示，他认为
周琦只是膝盖扭伤，但需要等待

MRI（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
北京时间10月11日凌晨，周琦

率先在微博上透露他的左膝盖没
事，希望球迷不要担心。随后据美
国前方记者透露，周琦经过核磁共
振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是
扭伤，预计伤停一个月。

对周琦来说，现阶段的主要任
务是恢复健康后再回到球场。

现年 22 岁的周琦上赛季大部
分时间都混迹于发展联盟，共为火
箭打了 18 场常规赛，场均出场 6.9
分钟，交出 1.2 分和 1.2 个篮板的数
据。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随着中国
女排以3：1战胜俄罗斯队，2018年女排世锦赛第二
阶段落下帷幕。赛后，赛事组委会进行了六强赛抽
签仪式，中国女排签运不错，避开意大利和塞尔维亚
两强，与美国和荷兰队分在 H 组，日本队则与意大
利、塞尔维亚队分在G组。

本届女排世锦赛第二阶段经过四轮较量后，F组
的意大利以九连胜全取27分高居榜首，中国队以8
胜1负积24分位列次席，美国队以7胜2负积19分排
名第三；E组的荷兰队以8胜1负积24分位列首位，
日本、塞尔维亚和巴西队同为7胜2负，积22分的日
本排名第二，积21分的塞尔维亚排在第三，积20分
的巴西屈居第四被淘汰出局。

中美两队在第二阶段的较量中，中国女排以3：0
击败美国队，心理上占据优势。而对阵非传统强队
的荷兰队，中国队历史交手记录全面占优，在里约奥
运半决赛中曾经以3：1击败对手。

相对而言，东道主日本队则落入目前九连胜的
意大利和塞尔维亚这个小组，其中意大利的实力自
不必多言，而日本队虽然在第二阶段击败过塞尔维
亚，但当时塞尔维亚队在提前出线的情况下，明显保
留实力。

根据赛程安排，女排世锦赛于10月12日和10月
13日休战两日，10月14日至10月16日将进行六强
赛较量，两个小组采取单循环赛方式，小组前两名将
于10月19日进行半决赛的较量，胜出的两支队伍将
在10月20日进行冠军的争夺。

周琦左膝扭伤预计伤停一个月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据外
媒报道，独行侠宣布裁掉中国球员
丁彦雨航，他将加盟独行侠下属的
发展联盟球队德州传奇队。

6月丁彦雨航与达拉斯独行侠
签约，因为膝伤错过了球队的训练
和大部分季前赛，其间仅代表球队
在NBA中国赛出场一次，上场8分
钟，得到1分。

在中国赛深圳站的赛后发布会
上，独行侠主帅卡莱尔就明确表示，
丁彦雨航新赛季不会留在独行侠。

“丁彦雨航会和我们一起返回达拉
斯，然后与我们的发展联盟球队德
州传奇签约，我们希望他能在达拉
斯度过未来的一年，恢复膝伤并提
高能力，膝伤痊愈后能在传奇队中
证明自己。”

独行侠宣布丁彦雨航被裁 将战发展联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
时间 10 月 11 日，NBA 季
前赛继续进行，湖人重拾
胜利。英格拉姆得到 26
分和 5 个篮板，詹姆斯得
到15分、10个篮板和5次
助攻，湖人在第二三节打
出进攻高潮取得领先，最
终他们在拉斯维加斯以
123：113击败勇士。湖人
在季前赛战绩为 2 胜 3

负，勇士则遭遇两连败。
此役，湖人的库兹马

得到 22 分，波普得到 20
分，史蒂芬森得到12分、4
个篮板和4次助攻。勇士
的库里得到 23 分和 5 次
助攻，汤普森得到20分、5
个篮板和 3 次助攻，杜兰
特得到 18 分、12 个篮板
和 3 次助攻，麦克金尼得
到10分和4个篮板。

NBA季前赛：湖人击败勇士 NBA季前赛战报
篮网91：118猛龙

奇才102：97活塞

灰熊86：102魔术

马刺127：130老鹰

鹈鹕128：140热火

步行者89：104公牛

太阳83：116开拓者

10月12日

08:00 猛龙VS鹈鹕

10:00 爵士VS国王

10:30 海法马卡比VS快船

10月13日

07:00 广州龙狮VS奇才

07:00 马刺VS魔术

07:00 黄蜂VS独行侠

07:00 活塞VS骑士

07:30 篮网VS尼克斯

08:00 火箭VS灰熊

08:00 老鹰VS热火

08:00 掘金VS公牛

08:30 森林狼VS雄鹿

10:00 国王VS开拓者

10:30 湖人VS勇士

国际赛事紧密

德甲不满与日俱增

新华社上海10月11日电（记者郭敬丹 朱翃）11
日，2018赛季ATP1000上海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头
号种子费德勒和塞尔维亚球王德约科维奇携手晋
级八强，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则因伤中途退出比
赛，无缘八强。

在与西班牙选手阿古特的比赛中，费德勒在首
盘第四局实现破发，凭借由此带来的优势，费德勒以
6：3先下一盘。

第二盘比赛，率先发球的阿古特在自己的第一
个发球局就遇到麻烦，被费德勒多次逼出破发点，
伴随一计回球出界，阿古特丢掉了首局。但接下
来的一局阿古特则连下 4 分迅速实现回破，追平
比分。第四局，费德勒再度遭遇破发点，阿古特没
有浪费机会成功转化，接着顺势保发后将比分带
至 4：1。费德勒在第八局再度失守，阿古特以 6：2
扳回一盘。

第三盘，费德勒在自己的首个发球局又被逼出
破发点，瑞士球王成功化解惊险保发。两人互保至
4：4，关键的第九局，费德勒破发成功迎来自己的发
球胜赛局。该局比赛中，头号种子连下4分，6：4再
得一盘，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阿古特晋级八强，四
分之一决赛费德勒将战“亚洲一哥”锦织圭，后者以
7：6（7），6：4战胜美国球员奎里。

德约科维奇仅耗时1小时10分钟，就以总比分
2：0横扫切基纳托挺进八强，下一轮，德约科维奇将
战南非名将安德森，后者以6：4，7：6（1）战胜希腊选
手西西帕斯。

阿根廷名将德尔波特罗在首盘对阵克罗地亚球
员丘里奇时因救球受伤，短暂包扎重新上场后，以5：
7输掉首盘。之后，阿根廷人选择退赛，结束了中国
之行。丘里奇由此晋级八强，他将战澳洲人埃布登，
后者时隔七年再次闯进上海大师赛八强。

上海大师赛：

费德勒与小德携手晋级八强

新华社大阪10月11日电（记者韦骅 严蕾）随着
颜妮最后一球一击命中，中国女排以3：1拿下俄罗
斯，在以四连胜收官世锦赛第二阶段的同时，也让美
国、俄罗斯两支世界劲旅一进一出——美国队留下
继续征战六强赛，而俄罗斯队则打道回府。

在前一天战胜美国之后，中国队就已经携手意
大利拿到了六强赛的资格，F组另外一个晋级名额
将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产生。美国队在11日负于
意大利，要看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赛结果才能确定自
己是否可以搭上通往名古屋的末班车。由此一来，
中国队成了两队的“命运判官”。中国队是否会大面
积轮换、是否会保留实力、甚至是否会为了之后的比
赛而“选择”对手成了赛前热议的话题。

然而郎平给出的答案是——全力以赴！在比赛
中，中国女排依旧派出了最强的首发阵容，除了比赛
过程中进行了几次常规换人和让朱婷短暂休息，球
队丝毫看不出“手软”的迹象。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安排？赛后郎平解释说：“俄
罗斯队网上真的很厉害，这对我们是一个锻炼。之
所以没有换上这么多替补，就是希望我们的主力能
够认认真真去和欧洲劲旅打一场，然后找到她们的
节奏，为今后在大赛与她们相遇时积累经验。”

在美国队的比赛结束后，美国队教练基拉里依
旧在现场观看了中国队的比赛，看到这样的结果，也
让他松了一口气。郎平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基拉里也
在现场，当有记者开玩笑地问基拉里是否会请她喝
一杯咖啡时，郎平严肃地说：“我们教练都是非常职
业的，我们打比赛有目的性，不管这场球和其他球队
有什么关系。我们看重比赛，目的是在世界大赛和
强队交手中提高自己的水平。”

针对赛前有关“俄罗斯进六强对中国队更有利”
的分析，郎平透露球队并没有讨论：“没有说这些，大
家愿意怎么分析就怎么分析，我们做好自己的事
情。”

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六强赛接踵而至。中国队
将在六强战中与美国、荷兰队交锋。在抽签结果出
来前，郎平在展望六强赛时依旧将全力以赴这四个
字视为原则。“我觉得不管抽签抽到哪个组，对于我
们来讲都会全力以赴，原则不变。”

全力全力以赴以赴

中俄之战郎平的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