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A首轮赛程
10月21日
19:35浙江VS北控
19:35辽宁VS山东
19:35同曦VS青岛
19:35吉林VS天津
19:35北京VS广东
19:35八一VS上海
19:35福建VS广厦
19:35深圳VS广州
19:35山西VS四川
20:00新疆VS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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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营造欢乐、祥和的 2019 年春节、元宵
节节日氛围，生物园区本着“节俭、喜庆、安
全”原则，筹备 2019 年生物园区迎春花灯工
作，现向社会征集花灯设计方案，欢迎有意向
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征，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2019年生物园区迎春花灯方案设计。
二、项目地点及内容
生物园区广场，造型灯
三、应征资格要求
（一）在中国境内注册或成立，按时年检

合格、具有履行合同能力的独立法人企业，需
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相关安全许可证等复印
件（不收邮寄件）。

（二）具备合法有效的彩灯策划、LED、动
漫设计制作、雕塑小品制作、展会策划、布置

等设计和施工一体的资质；并具有规划设计
大型灯展工作业绩（需附规划设计合同书复
印件和灯会规划图、照片）。

四、征集时间
2018年10月22日至10月26日为报名时

间，2018年11月5日至11月9日为方案征集
时间（以收到方案时间为准）。方案需提交电
子版PPT（PDF）格式文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0971-5317220
联系地点：西宁市纬二路18号西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公共设
施管理局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
公共设施管理局
2018年10月18日

2019年生物园区迎春花灯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CBA将迎来争冠最激烈一季
本报综合消息 这是中国篮球

最 好 的 时 代 。 本 周 日（10 月 21
日），2018-2019 赛季 CBA 联赛将
正式拉开战幕，揭幕战中卫冕冠军
辽宁男篮将在主场迎战山东男
篮。经历主教练更替最频繁和球
员交流最活跃的休赛期，新赛季
CBA将是史上争冠争进季后赛最
激烈一季！好戏即将上演。

姚明领衔的CBA公司推行联
赛改革第二年，CBA 正走在一条
康庄大道上。数据不会说谎——9
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新赛季CBA
联赛工作会议，CBA 公司确认上
赛季商业开发收入创历史新高，各
队获得的平均分红比之前一年提
高 了 70%-80% 。 据 估 算 ，
2017-2018 赛季招商赞助收入超
过 7 亿元，而版权收入约为 3 亿
元。随着新增两家版权购买方，新
赛季CBA商务开发总收入铁定突
破 10 亿元大关，从而让 CBA 商务
开发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可以用“乱战”来形容这个夏
天。CBA公司颁布了各种新政和
新规，各支球队均有大动作。教练
方面，20 支球队有 14 队更换了主
帅及其教练团队，也就只有6人留
任，分别是郭士强（辽宁队）、李春
江（广厦队）、贝西洛维奇（江苏
队）、雅尼斯（北京队）、刘维伟（浙
江队）和丁伟（北控队）。资料显
示，目前20支球队中，本土教练有
13人，另外7人是外教。可以说大
战将至，硝烟已然弥漫。

新赛季CBA最大的调整是20
支球队分为4个小组，每组5支球
队，组内打主客场双循环、组外打
主客场单循环。如此一来，常规赛
轮次从38轮延长至46轮。新赛季
球迷几乎天天有球看（周二至周
日），CBA 品牌影响力大幅提升；
最关键的是季后赛名额再次增加，
从 10 个增至 12 个。可以预见，中
游军团的争夺铁定空前激烈。值
得注意的是上赛季积分榜最后 8
名的球队已全部换帅。

需要提及的是，休赛期近百人
次流动创下历史新高。“万分先生”
朱芳雨迎来升任总经理“二年级”，
今夏他在转会、租借、交易和选秀
等一系列操作，令广东队对新赛季
踌躇满志。新疆队也有大变动，除
了新主帅戈尔的战术造诣之外，游
说范子铭和曾令旭等优质本土球
员加盟。青岛队则是人员流动最
频繁的球队，他们引进的球员足以
组成另一支完整的球队。还有韩
硕在阔别一个赛季后，重新披上八
一队战袍。改制后的军旅，不仅提
拔王治郅担任主帅，还改名为八一
南昌队。

上赛季闯入总决赛的两支球
队——辽宁队和广厦队非常稳定，
主帅没变、外援也没换，一线队主
力没人离开或退役。北京队、江苏
队和浙江队的调整幅度也不大。
山东队的整体实力则有所退步，除
了没有为睢冉注册之外，丁彦雨航
赴美给球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目前 CBA20 支球队中，只
有同曦队和北控队没有品尝过
季后赛的滋味。新赛季没有亚
外，各支球队都对冲击更高的
高度虎视眈眈。

有句话说“伤病猛于虎”。目
前受困伤病的有赵继伟、李根、
韩德君、邹雨宸、翟晓川和兰多
夫·莫里斯等优秀球员。另一方
面，全新外援新政，将让新赛季
CBA的外援流动更加频繁，这有
利有弊。但可以预见，联赛的竞
争性和观赏性大大增强，变数也
越来越大。全新的赛季，CBA期
待创造辉煌。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 6 月 13 日，CBA
公司宣布新赛季常规赛将增加到46轮，20
支球队被分成4个小组，每组5支球队，同
组球队之间进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不同
组之间的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较量。另
外，季后赛名额也确定为12个，这一系列
的变化将会让下赛季各队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

季后赛之争愈发惨烈

上赛季CBA的季后赛名额从以往的8
个增加到了10个，不仅如此，除了前6名自
动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外，第7名至第10名
之间还将进行交叉淘汰赛，胜者才能获得
另外2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名额。

本以为这小小的变化不会掀起太大波
澜，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直到常规赛末期
哪个队将获得附加赛的资格依然不明朗，
像上海、广州、北控等队为了跻身季后赛展
开了惨烈的竞争，真正将悬念保持到了最
后一刻。而且，深圳VS广州和北京VS上
海两组附加赛也打出了半决赛、甚至总决
赛的味道，尤其是北京先输一场，然后连扳
两场淘汰上海令人大呼过瘾。

于是，连NBA总裁萧华都想向姚明取
经，想借鉴 CBA 的附加赛赛制让 NBA 变
得更有悬念。因此，当下赛季季后赛名额
扩充到12个时，一些常年无缘季后赛的球
队必将全力以赴，附加赛势必精彩纷呈。

赛程延长悬念升级

新赛季CBA常规赛将从以往的38轮
增加到46轮，赛程的延长必然会使各队让

外援和主力球员适度轮
休，以便为季后赛做准
备，年轻球员们则将会
得到更多出场机会。

主力轮换上场时间
减少，年轻球员上场机
会增多，将让一些球队
的战绩出现起伏，像上
赛季过于依赖易建联和
周鹏的广东，以及靠双
外援和丁彦雨航得分的
山东，如果在新赛季没
有进行人员补强的话，
很难想象“阿联们”能够
支撑 46 轮比赛，一旦他
们力有不逮，名次恐怕
就会出现下滑。

因此，赛程的延长
是对一支球队阵容深度
和综合实力的考验，往
年的固有格局或许将会
被彻底打破。

各组内部激烈厮杀

新赛季 20 支队伍
被分成 4 个小组，每个
小组有 5 支球队，按照
规则，同组球队之间进
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

不同组之间的球队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较
量。由此可见，小组内部之间的胜负关系
将直接决定各队常规赛的排名，以及影响
到季后赛的成绩。

按照《2017-2022 赛季 CBA 联赛竞赛
方案》所设定，20家CBA俱乐部将根据他
们在 2017-2018 赛季的常规赛排名，在
2018-2019 赛季蛇形排列分成四个小组，
每组5支球队。具体分组情况为：

第一组：辽宁衡润、深圳新世纪、广州
龙狮、青岛国信双星、吉林九台农商行

第二组：浙江广厦、北京首钢、上海东
方、南京同曦、天津荣钢

第三组：广东宏远、新疆广汇、浙江稠
州、山西汾酒、四川金强

第四组：山东高速、江苏肯帝亚、北京
控股、福建浔兴、八一富邦

从 4 个小组的分组情况看，除了第三
组拥有广东和新疆两大豪门，使得这一组
显得有些“死亡”
外，其他 3 个小组
的实力都相对较
为平均，爆冷的可
能性或将比往年
有所增加。

2016-2017 赛
季，联赛的黑马是
上海，上赛季江苏
出人意料地夺得
常规赛第五名，那
么下赛季又会有
哪支球队脱颖而
出呢？

赛程增加+季后赛名额扩充
CBA新赛季竞争升级

CBA新赛季揭幕战 10月21日 19:35 辽宁VS山东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王恒志）
NBA2018-2019 赛季 17 日拉开大幕，卫冕冠军金
州勇士队和东部豪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均取得开
门红，这也是勇士近三个赛季作为卫冕冠军第一
次取得开门红。

在金州勇士队主场对阵俄克拉荷马雷霆队的
比赛前，勇士将帅领取了总冠军戒指，已经实现两
连冠的勇士新赛季保留住上赛季夺冠的核心阵
容，还低价引入考辛斯，仍然是新赛季最大的夺冠
热门。这场比赛仍在恢复期的考辛斯作壁上观，
雷霆头号球星威斯布鲁克同样因伤缺阵。不过显
然威少的缺阵影响更大，杜兰特和库里此役表现
不错，两人首节就联手拿下22分，勇士在上半场始
终保持领先，半场结束以57：47领先。易边再战，
上半场形同梦游的雷霆球星保罗·乔治忽然爆发，
雷霆一波22：9的攻势将比分反超，关键时刻库里
为球队稳住阵脚，三节过后勇士以83：79领先。最
后一节两队一直胶着到最后时刻，最后两分钟时
勇士仅领先两分，库里打成2+1，最终帮助球队以
108：100取胜。

库里此役打出32分8个篮板9次助攻、三分9
投5中的全面表现，杜兰特27分8个篮板和6次助
攻进账，但另一“巨头”汤普森准头失常，全场20投
仅5中，三分球更是8投1中，仅拿到14分。值得
一提的是，以远投见长的勇士队此役三分线外除
了库里全线失准，26投仅7中，命中率不足27%。

虽然勇士和雷霆之战万众瞩目，但联盟揭幕
战却是东部两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费城76人之
间的对决，在詹姆斯“西游”之后，这两支队伍也被
视为东部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不过比赛结果却
有些令人诧异，虽然凯尔特人球星欧文仅得7分，
凯尔特人队依然凭借防守和强大的整体实力105：
87大胜76人。

上赛季凯尔特人队在海沃德、欧文等核心球
员先后报销的情况下仍然打进东部决赛，展现出
了强大的韧劲和实力。这场比赛海沃德、欧文均
首发出场，但全场最亮眼的则是“二年级生”塔图
姆，这位“探花秀”拿下全队最高的23分，还有9个
篮板。当然凯尔特人队获胜的关键还是强大的防
守能力，新星云集的
76人此役在进攻端表
现糟糕，虽然“大帝”
恩比德交出23分10个
篮板的成绩，但他们
全队的投篮命中率不
足四成，三分命中率
不足两成，和塔图姆

“同年”的“状元秀”富
尔茨甚至只有 5 分进
账。显然这无法支撑
球队取得胜利。

10月18日
08:00鹈鹕VS火箭
08:30森林狼VS马刺
10:00爵士VS国王
10:30独行侠VS太阳
10:30掘金VS快船
10月19日
08:00公牛VS76人
08:00热火VS奇才
10:30湖人VS开拓者

勇士凯尔特人

取得新赛季开门红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本报综合消息 凭借郜林和武磊的进球，中国
队16日晚2：0战胜叙利亚队，迎来一场久违的胜
利。

在完成10月13日和16日两场热身赛后，所有
国脚将第一时间返回各自俱乐部，完成2018年最
后5轮的联赛。不过，在11月11日中超赛季结束
后，国脚们从12日开始将重新集中。11月16日和
20日，国足将分别在杭州和海口与来访的巴勒斯
坦队和土库曼斯坦队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是国足
今年参加的最后两场国际A级赛。为了避免国脚
的舟车劳顿，中国足协决定将11月21日的2018中
超颁奖典礼安排在海口举行，以便于国脚们打完
第二场热身比赛后就地参加。

此后，国脚们休整10天左右，12月初在广州集
结，正式展开备战亚洲杯的终极集训。国足计划
先在广州进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集训，随后12月
19日从广州前往卡塔尔多哈进行拉练。如果顺利
的话，球队将在多哈进行两场热身赛，随后 12 月
28日启程前往比赛地阿联酋，参加明年1月5日举
行的亚洲杯。

国足敲定

1111月热身赛日程月热身赛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