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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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皮确认亚洲杯后离开国足

其他战报
开拓者103 ：93步行者
老鹰92 ：113 76人
国王123 ：113热火
篮网96 ：115尼克斯
湖人120 ：124森林狼
独行侠108 ：113马刺
鹈鹕111 ：116掘金
10月31日
08:00快船VS雷霆
08:00开拓者VS火箭
08:00奇才VS灰熊
11月1日
07:30活塞VS篮网
08:00掘金VS公牛
08:00步行者VS尼克斯
08:00爵士VS森林狼
10:30马刺VS太阳
10:30独行侠VS湖人
10:30鹈鹕VS勇士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9日电 美职篮（NBA）常规
赛29日的比拼中，克莱·汤普森命中14记三分球，创
造了新的NBA单场三分球纪录，同时帮助勇士149：
124大胜公牛。雄鹿则主场124：109大胜猛龙，在取得
开季七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赛季首败。

结束了纽约之行后，勇士继续客场挑战公牛。整
场比赛汤普森当仁不让成为焦点。本赛季汤普森前
七场比赛仅命中5记三分球，但29日首节在三分线外
已7投6中。最终，汤普森一共投进14个三分球，刷新
了队友库里于2016年创造的13个三分球的NBA单场
纪录。

汤普森本场砍下 52 分，
勇士队则在半场结束时就以
92：50领先，让下半场比赛失
去悬念。最终，勇士轻松以
149：124 大胜对手。库里拿
下23分、8个篮板，杜兰特砍
下14分、8次助攻。

同日，雄鹿主场击败猛
龙，取得开局七连胜。首节
比赛双方互有攻防，比分交
替上升。第二节雄鹿打出一
波 10：1 的高潮，将分差拉
大。半场结束，雄鹿 62：53
领先。作为目前联盟三分投
射最疯狂的球队之一，雄鹿
队第三节开始不久依靠三分
再次拉开分差，最终124：109
拿下胜利。

CBA今日
19:35上海 VS 江苏
19:35北京 VS 广厦
19:35广州 VS 新疆

本报综合消息 本周
六中超第 28 轮恒大主场
和上港的比赛，重要性不
言而喻。恒大赢，本赛季
第一次把争冠的主动权掌
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对于
上港来说，选择则相对大
一些，只要不败即可。

过去7个赛季，恒大打
过的重要比赛不少，包括2
次亚冠的决赛，但中超赛
场遇到这种只能赢的比
赛，却是8年来的第一次。
2015赛季的第25轮，那场
在八万人面前进行的比
赛，恒大虽然当时落后上
港1分，但由于后面还有5
轮比赛，恒大取胜最好，不
败也能接受，最终是3：0大
胜，一战将上港打懵。

但这一次的相遇，局
面和3年前相比已经出现
了巨大的变化，留给恒大
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
天体全取3分。卡纳瓦罗
此前表示，最后阶段的赛
事，恒大只有取得全胜才
能有夺冠的希望，而上港
在苏宁身上丢掉 2 分，让
恒大全胜有可能夺冠变成
了肯定夺冠。

拿下上港，恒大将反
超上港1分升至领头羊的
位置，最后两轮面对重庆

和泰达，在取胜夺冠的刺
激下，即便这两支球队要
为了保级而搏命，但肯定
难以阻挡恒大的脚步。

只有取胜才行，只有
取胜才能夺冠，没有给恒
大留下退路，而且出现在
赛季的倒数第 3 轮，对于
恒大来说，这是 8 个赛季
的中超以来，首次面临这
种无路可退的决战。

相比之下，上港的压
力就比恒大小很多，打平
恒大，上港最后两轮拿到
1 胜 1 平的结果就可以夺
冠，同分的情况下，和恒大
的相互胜负关系占优。而
在天体战胜恒大，那就简
单多了，最后两轮上港拿
到1分就可以夺冠。

即便是出现最不理想
的结果，上港在天体输掉
比赛，最后两轮还可以期
待重庆和泰达两支保级球
队咬恒大一口。当然，上
港的底线是不能输球，输
球虽然还留有一线希望，
但和从天体全身而退相比
又是完全的两种概念！

恒大在争冠经验方面
绝对占据优势，但必须取
胜，却是8个赛季首次遇到
这样的选择，经验能帮助
恒大熬过天王山战役吗？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9 日晚，中国国
家足球队教练里皮在摩纳哥进行的金足奖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足协曾向他提供了一份 4
年的合同，但他觉得离开家乡时间太久了，是时
候回去了。

里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有人都知
道我在亚洲杯后卸任，中国足协给我一份四年
的合同，但是我已离家6年，是时候回去了，中
国和我的家乡太远了，我想回家和家人好好生
活。”

当被问及是否因为成绩问题而离开，里皮
连说好几个不，“不不不，不是这样，我们尝试做
到最好，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中国队也有提升，
即使提升的幅度没有那么大，我们是从低谷开
始的，我希望能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一些重要的
东西。”

关于未来，里皮表示不会再为俱乐部工作
了，如果有国家队邀请，而且不像中国这么远，
他会考虑。

里皮曾带领中国男足在世预赛亚洲区12强
赛上，拥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接手之初，国足
4战仅拿到1分排名垫底，里皮的到来给国足注
入了信心，在12强赛上战胜了韩国和乌兹别克
斯坦，一度看到了晋级世界杯的曙光。

最终里皮没能带国足创造奇迹，连续的战
绩不佳，也将老帅推下了神坛。热身赛0：0战平
印度后，外界甚至出现了下课的声音。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里皮团队2000万欧的高额年薪，和
目前中国足球整体政策的紧缩显得背道而驰。

足协曾为里皮提供新的合同

里皮与中国足协的续约谈判早在12强赛结
束后就已经开始了，今年三月，记者了解到，足
协当时与里皮已完成了一次续约谈判，但并没
有结果。

近期，记者获悉，中国足协曾为里皮提供过
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将保证里皮带领国足
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杯备战周期。而且这份新
的合同不再由俱乐部承担费用，相应的薪酬将
会有所减少。

曾几何时，里皮曾在接受采访时表态愿意
与中国足协续约 3 年，但当足协的合同摆在眼
前的时候，里皮却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

钱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可否认，当初
里皮是冲着2000万欧的年薪，才选择在68岁的
高龄来到中国，而且当初和他签合同的是时任
亚洲霸主广州恒大，而非在冲击世界杯道路上
处于困境的中国男足。

里皮不是慈善家，降薪续约这种事显然是
不太可能存在的，何况钱或许已经不足以能把
里皮留在中国。

里皮只想体面离开中国

这个国际比赛日结束后，里皮迫不及待地
返回了意大利，开启了为期一周的假期。一周
之后，里皮将返回中国，继续为中国足球工作，
因为距离摆在他面前的亚洲杯，只有不到 3 个
月的时间了。

与叙利亚的比赛结束后，现场有记者向老
帅抛出了关于亚洲杯后是否与国足续约的问
题，得到的回答是，“亚洲杯后再说吧。”里皮还
表示，他已经和中国足协就续约的问题有过深
入的交流。

这是世预赛结束后，里皮首次面对中国媒
体公开回应自己的续约问题，他的合同将在
2019 年 1 月底也就是亚洲杯后结束。也就是
说，国足在亚洲杯的成败，成为银狐是否能够体
面离开中国的重要考量标准。

里皮对于中国足球的态度已经在悄然改
变，从规划国足的未来到重新为亚洲杯召入老
将，里皮现在似乎只想体面地离开中国。

中超8年

恒大首次无路可退恒大首次无路可退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0月
30日易建联创造了历史，成为CBA
史上第二个万分先生。在CBA历史
总得分榜上，阿联排在第二，仅次于
目前担任广东队总经理的朱芳雨。

现在问题来了，阿联CBA生涯
总得分何时能超过朱芳雨？

朱 芳 雨 用 了 600 场 ，让 自 己
CBA生涯总得分来到10000分。相
比之下，阿联的速度更快，用了465
场便成就传奇。也就是说，阿联破
万的速度比朱芳雨快了135场。

现在朱芳雨已经退役，他CBA
生涯总得分定格在11165分。易建
联刚刚过完31周岁生日，可以说仍
处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算上今晚
的19分，阿联CBA生涯总得分来到

10009分。经过计算，阿联距离追平
朱芳雨还差1156分。

本赛季 5 轮战罢，阿联场均得
到22.2分。按此平均值计算，阿联
需要 52 场至 53 场便能在总得分上
超过朱芳雨。本赛季 CBA 赛制改
革，常规赛轮次从38轮增至46轮。
也就是此役之后，广东队还有41场
常规赛要打。再加上季后赛，不出
意外的话，阿联最快在本赛季季后
赛就能在 CBA 历史总得分榜上超
过朱芳雨。如果没有，最晚也会在
下赛季开始阶段。

不算本赛季，阿联已连续 6 个
赛季场均得到至少 20 分。由此可
见，他在进攻端的发挥非常稳定，也
极具统治力。

新华社乌鲁木齐10
月30日电（记者孙哲）30
日晚，CBA 联赛展开第
五轮的 7 场争夺。易建
联在成为 CBA 第二位

“万分先生”的同时，帮助广东队
120：96 击败山东，豪取 5 连胜。其
余比赛中，山西、浙江等队纷纷告
捷，而在同曦本轮获胜后，新赛季
20支球队中仅剩北控未尝胜绩。

焦点战中，山东男篮坐镇主场
迎战保持不败的广东队。开场后，
山东队频频利用强硬的防守给客队

“下马威”，广东队前 6 次出手均未
能命中。首节两队的犯规与失误不
断，山东 19：20 落后广东。次节再
战，广东队在进攻中总能给外线投
手创造空位良机，一波17：2的攻击
波后，比分被彻底拉开。半场结束
广东55：38领先17分。

易边再战，易建联用一记罚球迈
过个人CBA生涯的“万分大关”。山
东队内外结合试图追分，但广东的

“三分雨”在下半场依旧没有停歇，屡
次“浇灭”主队的反击势头。

此役广东全场命中 22 记三分
球，外援威姆斯砍下32分、10次助攻，
易建联也有19分、15个篮板进账，山
东队陶汉林得到19分、11个篮板。

卫冕冠军辽宁男篮
遭到北控队的强力阻
击，虽然首节就已取得
15 分的领先，但次节北
控队的双外援开始发

威，连续得分后半场仅仅落后辽宁
3分。

下半场比赛两队争夺愈发激
烈，对攻战中辽宁队无法限制客队
外援皮埃尔·杰克逊的出色发挥，领
先优势不断被蚕食。末节决战，许
梦君与于梁的3记外线远投帮助北
控一度取得领先，但哈德森带领辽
宁队打出10：0的小高潮，一举奠定
胜势。辽宁队最终以139：122力克
北控。

哈德森本场轰下32分，引领辽
宁队 5 人得分上双；杰克逊则延续
了上佳表现，全场独得44分、14次
助攻。

其余比赛中，浙江稠州末节火
力全开，主场116：103战胜吉林；同
曦121：109主场战胜天津取得赛季
首胜，冯欣贡献23分、10次助攻；回
到主场的八一 81：103 不敌福建男
篮，福建国手赵泰隆在比赛中因伤
提前离场；四川客场121：115险胜深
圳；青岛主场109：120不敌山西，客
队外援沙巴兹·穆罕默德狂砍46分。

汤普森刷新三分纪录汤普森刷新三分纪录

阿联成功破万阿联成功破万 广东大胜山东广东大胜山东

阿联何时总分能超朱芳雨阿联何时总分能超朱芳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