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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单位对大通县贺氏粮油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所
属资产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位于大通县长宁镇西村，建筑
面积：5277.82㎡，土地使用权面积：4333.3㎡，土地用途：工
业，土地类型：出让。

预展时间 地点：自公告之日起 标的现场
拍卖时间 地点：2018年11月15日上午10时整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竞买须知：1、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及相关资质，并缴纳竞买保证金伍佰万元整方可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2、拍卖成交后，保证金转为佣金及成交价款，未成交者保
证金如数退还（不计息）。3、收款账户：青海省拍卖行 开户行：
西宁农商银行海西路支行 账号：8201 0000 0004 4168 9

联系电话: 0971-8223656 13709724317 冯女士
13139089169 尹先生18997184846 熊女士

查询网址:青海省拍卖行（www.qhpaimai.com）
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com）
西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www.xnggzy.gov.cn）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注：中国拍卖行业AA企业

青海省拍卖行
2018年10月18日

拍卖公告

新华社横滨10月17日电（记者韦
骅 严蕾）没有放松的时间，在拿下小组
头名之后，中国女排立马就要投入到与
意大利女排的世锦赛半决赛当中。面
对在第一阶段曾输过的对手，此番再战
意大利，中国队的胜算几何？

作为夺冠大热门，从开赛以来意大
利队便一直保持着火热的状态，打出了
一波十连胜的开局，直到六强赛最后一
场对阵塞尔维亚，才遭遇了本次世锦赛
的首场失利，但在这场比赛中，意大利
队明显有所保留，其主攻西拉并未出
场。

在意大利阵中，最令对手胆寒的球
员莫过于接应埃格努。作为一名典型
的强力接应，年仅20岁的埃格努目前在
总得分榜上高居第一。第一阶段面对
中国队，埃格努独得全场最高的29分，
其大力扣球曾让中国队难以招架。除
了埃格努，意大利队的副攻达内西在拦
网榜上也占据榜首，可以说这是一支非
常全面的球队。可虽说最近面对意大
利中国队负多胜少，第一场较量中国队
在扣球、拦网、发球三个关键环节也是
全面处于下风，但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
队一定能在半决赛中占到多少便宜。

首先，中国队之所以能接连夺得世
界杯和里约奥运会冠军，除了本身过硬
的实力，还有就是其打逆风球的能力。
第二阶段第三场对阵之前保持全胜的
美国，中国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3：0
痛击对手。六强赛第二次面对卫冕冠
军，中国队在1：2落后的情况下迅速调
整，连扳两局将对手送到出局的边缘。

其次，是球队越来越稳定的发挥。
第一阶段最后一轮负于意大利的比赛
是个分水岭，在那场比赛之前，即便是
面对古巴、保加利亚这样的弱旅，中国
队也曾一度手忙脚乱。但进入第二阶
段之后，球队一改“慢热”的习惯，两胜
美国、逆转荷兰，表现持续升温，目前已
是六连胜。

再次，是朱婷的“帮手”越来越多。
与意大利队的第一场比赛，朱婷得到全
队最高的20分，但另外三名主攻合起来
才得到8分，难怪郎平会在赛后开玩笑
地表示：“如果三个当中有一个和朱婷
一样，比赛就能赢。”但之后的比赛里，
龚翔宇、袁心玥、李盈莹等人接连闪
光。尤其是李盈莹，在六强赛面对美国
落后之时，替补登场的李盈莹拿下 12
分，成为球队逆转的关键人物之一，在
硬仗中能拿出这样的表现，想必意大利
队主帅马赞蒂也是看在眼里。

最后，是球队良好的心态。在第
二阶段的比赛中，中国队本可以输给
俄罗斯，从而避免在六强赛中再次遭
遇美国。但是中国队依旧发扬了公平
竞赛精神，战胜对手，美国队得以惊险
晋级。在外界看来，中国队是“放虎归
山”，但事实证明，中国队的做法是正
确的。六强赛的情况相似，在另一组
座次明朗的情况下，中国队完全可以
选择对手，但用郎平的话说：“球队并
没有关心另一场的比赛结果，该打谁
打谁。”其实这也是郎平释放的一个信
号。

巧合的是，上一届世锦赛，中国队
同样是在前一阶段负于意大利后在半
决赛淘汰对手，而这一次，中国队会重
演剧本吗？

女排世锦赛半决赛 10月19日 15:10 中国女排 VS 意大利女排

再战意大利,女排胜算几何

新华社名古屋10月16日电（记者韦
骅 严蕾）2018 女排世锦赛半决赛对阵出
炉，中国队再战意大利队，塞尔维亚队将与
荷兰队过招，中国队主教练郎平表示，四支
球队的临场发挥将决定比赛走势。

在16日战胜荷兰队之后，中国队锁定
H 组第一，半决赛中将与 G 组第二意大利
队交手。展望19日开打的半决赛，郎平说：

“进入半决赛的四支球队都很优秀，比赛要
看临场发挥，希望在未来的两天时间里有
充分的准备。”

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中国队已经与
意大利队有过一次交锋，当时1：3败北，这
也是本次世锦赛开赛以来中国队唯一一场
失利。谈到与意大利队的重逢，郎平表示

这是一支非常有特点的球队：“这场比赛很
难预测，我们会认真分析她们的状态和与
上一场交手的情况，并进行调整。最主要
的还是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比赛是相互
抑制的，对手希望抑制我们，我们也想抑制
他们，希望能找到好的方法。”

根据赛制，六强赛的两个小组前两名
交叉进行半决赛，而在中国与荷兰队的比
赛开打之前，另一小组的座次就已经明
朗。当有记者问是否关心另一场比赛结果
从而选择对手时，郎平给出了一个霸气的
回应：“我们决定不了什么，专注做好自己
的比赛，意大利与塞尔维亚比赛进行的时
候，我们就已经进场做准备活动了，做好自
己的工作，该打谁打谁。”

本报综合消息 欧洲国家联赛 10 月 17 日
凌晨上演强强对话：2018世界杯冠军法国主场
以2：1逆转2014世界杯冠军德国，格列兹曼梅
开二度，德国在近4场正式比赛以1平3负保持
不胜。在欧洲国家联赛A级A组，法国2胜1平
积 7 分排名第一，荷兰 1 胜 1 负积 3 分位列第
二，德国1平2负积1分垫底成为降级大热门。

德国上一场以0：3惨败给荷兰，前锋穆勒
和中卫博阿滕等骨干球员状态低迷，德国足坛
呼吁主帅勒夫给更多新人机会。勒夫从善如
流，安排萨内、格纳布里和舒尔茨等年轻球员
首发上场。德国在第14分钟打破僵局：萨内右
路传中被法国中卫金彭贝在禁区内倒地用手
封堵，克罗斯操刀主罚点球敲开洛里的十指
关。

法国主帅德尚继续信任由格列兹曼、姆巴
佩、马图伊迪和吉鲁的攻击组合。法国在第62
分钟扳平比分：左后卫埃尔南德斯传中，格列
兹曼头球吊射顶进远角。法国在第80分钟反
超：马图伊迪在禁区内被胡梅尔斯铲倒，格列
兹曼操刀罚进制胜点球。尽管勒夫用布兰特
和穆勒换下金特尔和格纳布里，最终仍无法扳
平比分。

德国今年已输掉6场比赛，创下队史最差
纪录，勒夫认为：“很明显，我们有必要改变战
术了。法国让我们意识到速度的重要性，所以
我决定在这场比赛给萨内、维尔纳和格纳布里
等年轻球员机会。他们一直为这场比赛刻苦
训练着，都表现很好，特别是萨内，他和几个月
前相比进步非常大。”

另一场欧洲国家联赛，乌克兰主场以1：0
小胜捷克，中场马林诺夫斯基在第43分钟攻入
全场唯一进球。乌克兰3战3胜积9分排名B
级A组头名，捷克1胜2负积3分排名第二，乌
克兰提前确定在下届欧洲国家联赛升入A级。

新华社日内瓦10月 16日电（报道员保
罗·吉布林）国际足联技术研究小组16日发布
了一份关于2018年俄罗斯足球世界杯的技术
数据统计报告，结果显示冠军法国队在控球、
传球以及跑动方面的数据上表现并不出色，夺
冠主要依靠准确的射门和清晰的战术布置。

这份报告显示，法国队在 32 支球队中控
球率仅排在第19位，总传球数排在第16位，每
场比赛的跑动距离排在第28位，表现并不优
秀，但在射门成功率方面每6次射门进1球，仅
次于每4.5次射门进1球的东道主俄罗斯队，
排名第二。

对于世界杯的夺冠秘诀，这份数据分析充
分显示了能否将控球和传球转化为成功的射
门才是关键所在。比如场均控球率最高达到
69%的西班牙队就止步16强，德国队和西班牙
队都有着超过80%的传球率，但德国队的射门
转换率最差，72次射门只进了2球。

报告分析称法国队的夺冠并不是依靠控传
球，而是球员能够贯彻快速进入进攻半场的战
术。“成功的球队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战术并且对
自己的战术安排充满信心。”国际足联技术研究
小组负责人、前巴西队主帅佩雷拉说。

第18283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819470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2312元
开奖结果：8 9 9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12395注8775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70注16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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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122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3 11 19 23 26 27 29
特别号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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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08
888
7447
14043
86721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33
30
270

每注奖金（元）
2972607
15798
2278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13020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3048元

中奖号码:5 5 8

青海省销售总额：64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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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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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123

0
0
0
0
0
0
0
2
3
0
0
0
0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9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327600
42558

0
0
0
0
0
0
0
38
30
0
0
0
0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370245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283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19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900000元

第18283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0830392元
开奖结果：8 9 9 8 6

本期中奖情况

226714826.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22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14571833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8 09 21 30 31 05 12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中奖注数

4注

0注

116注

58注

669注

251注

26848注

10191注

525928注

200195注

5346268注

-

每注奖金

10000000元

-

78493元

47095元

5616元

3369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0000000元

0元

9105188元

2731510元

3757104元

845619元

5369600元

1019100元

5259280元

1000975元

26731340元

95819716元

6530054426.4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欧洲国家联赛

德国输给法国
创下队史最差

国际足联新数据显示

法国队世界杯夺冠秘诀法国队世界杯夺冠秘诀

郎平展望半决赛：

四支球队都很优秀四支球队都很优秀，，看临场发挥看临场发挥

本报综合消息 一场国际足球热身赛
的重头戏 10 月 17 日凌晨在沙特的吉达上
演，巴西以1：0险胜阿根廷，内马尔助攻中
卫米兰达头球绝杀。

巴西主教练蒂特更换 6 名首发，阿利
松、达尼洛、米兰达、菲利佩、阿图尔和菲尔
米诺顶替埃德松、法比尼奥、巴勃罗、阿莱
士·桑德罗、弗雷德和奥古斯托首发。阿根

廷也轮换 7 人，伊卡尔
迪、安赫尔·科雷亚、巴
塔利亚、洛塞尔索、萨拉
维亚、奥塔门迪和塔利
亚菲科首发上阵。谈到
梅西缺席，巴西当家球星
内马尔赛前表示：“对于
热爱足球的人来说，梅西
缺席是很糟糕的，但是对
我们来说可是件好事。”

上半时，双方都射
术欠佳，仅巴西有一次
射中球门。易边再战，
阿根廷连换5人，但场上
形势并未改观。双方射
门次数相差无几，巴西
的控球率超过六成仍难
以攻破阿根廷的坚固防
守。直到补时第3分钟，
内马尔左侧开出角球，
米兰达抢在出击的门将
罗梅罗之前头槌破门，
打进自己的第三个国家
队进球。

热身赛巴西险胜阿根廷热身赛巴西险胜阿根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