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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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家属院866户住户：
一、分房对象：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家属院22栋（1-7、24、31-36、38-44、47）家属楼，共

866户。
二、分房时间：2018年11月17日上午9点开始入场10点停止入场；2018年11月18日

上午9点入场10点停止入场。
三、选房地点：博雅小学校园内。
四、办理安置房应携带的相关证件：
1、房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8份、户口本、房产证、土地证、低保证均需原件；
2、房主无法到场的应办理委托书，委托书应由委托人写明委托事项并签字按手印，

受托人携带委托人的上述证件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分房事宜。
联系人：王志刚 联系电话：18997218985

张养平 13327685839
冯家新 18997059941

城北区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
2018年11月16日

关于原青海工程机械厂家属院二期棚户区
改造项目征收安置房分配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公兵 郑
道锦）有媒体报道，中国将在明年5月正式宣
布申办2030年世界杯。中国足协15日对此
回应称：“上述说法纯属杜撰”，中国足协将按
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和部署
推动相关工作。

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中国会
在2019年5月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访华期
间，正式对外宣布申办 2030 年世界杯的消

息。而且申办2030年世界杯，可能只是中国
的一次尝试，真正目标是拿到2034年世界杯
举办权。

记者就此向中国足协求证，中国足协表
示：上述报道“纯属杜撰”，因凡蒂诺明年5月
访华的消息同样不实。

此外，对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
案》中“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的要
求，中国足协表示将按照部署推动相关工作。

中国足协：

中国将申办2030年世界杯报道“纯属杜撰”

国足海口开练备战中巴热身赛
11月20日 20:00 中国男足 VS 巴勒斯坦

本报综合消息 国足海南集训 14 日开
始，里皮率领26名国脚抵达海口并在下午展
开首堂训练课。11月20日晚上，国足将在海
口与来访的巴勒斯坦国家队进行一场热身
赛，这也是国足备战明年亚洲杯前参加的最
后一场正式国际A级比赛，也是“里皮时代”
的国足在国内进行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

中超冠亚军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这次一
共有9人入选，未来他们都将成为国足的主
力框架人选。本次集训，里皮招入了刘洋和
朱辰杰两名年轻新人，其中朱辰杰是国足首
位出生于2000 年的小将。朱辰杰也在一年
之内从国青、国奥到国足连跳三级。

不过，朱辰杰并不奢求能在这次海口集
训就能得到热身赛上场的机会，“与国家队里

的老大哥们相比，我不仅年龄小，在训练经验
和比赛经验方面的差距也很大，所以先适应，
努力跟上训练节奏，尽快融入国足这个大家
庭。”朱辰杰说。国足本次集训只有一周的时
间，集训结束后国脚将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
而国安和鲁能将士还要备战足协杯比赛。

通过前两个月的集训热身观察，里皮目
前最头疼的还是进攻端问题，尤其在郑智缺
席的情况下，谁能完成中场的组织工作。此
外，据伊朗媒体的最新消息，中国男足将在
亚洲杯前，还有望在多哈和伊朗队进行热身
赛。根据计划，国足将于12月19日前往多哈
集训营，而伊朗队将在12月10日抵达多哈备
战，他们的热身计划包括中国队、叙利亚队和
卡塔尔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1 月 15 日消
息，2019亚洲杯赛程正式确定。揭幕战在明
年1月5日正式打响，中国队首战对阵吉尔
吉斯斯坦，随后接连迎战菲律宾和小组最强
对手韩国。

2019年亚洲杯将于明年1月5日至2月
1日在阿联酋进行，东道主阿联酋将在首日

的揭幕战中对阵巴林。分于C组的中国队
将于1月7日迎来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场小
组赛，1月11日国足将对阵菲律宾，1月16日
国足将迎来与老对手韩国队的小组赛最后
一场比赛。

小组赛从明年 1 月 5 日开打，直至 1 月
17日全部结束，决赛定于明年2月1日进行。

亚洲杯明年1月5日揭幕 国足末轮战韩国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王浩宇
公兵）中国足协15日发布了有关2018年U23
联赛的筹备工作通知，确定该项赛事将于25
日展开争夺，将有16支来自中超、中甲和中乙
的球队参赛。

根据通知内容，U23联赛将在11月25日至
12月25日进行，分为小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每
个阶段各两个赛区，共计80场比赛。小组赛阶
段16支报名球队按联赛排名，分为A、B两组，各
8支球队（中超球队在前，其次为中甲球队和中

乙球队），进行单循环比赛共7轮比赛。
具体分组情况为，A组：上海上港、山东鲁

能泰山、上海绿地申花、大连一方、天津泰达、
石家庄永昌、延边富德、青岛中能；B组：广州
恒大淘宝、江苏苏宁易购、天津权健、河南建
业、长春亚泰、辽宁沈阳宏运、新疆雪豹纳欢、
河北精英。

小组赛阶段结束后，决赛阶段分为争冠
组和排位组，争冠组由小组赛两个小组的前4
名，采取交叉淘汰赛赛制，最后决出1到8名。

U23联赛赛制公布 11月底开赛16队参加

新华社吉隆坡11月15日电 亚足联 15
日确认，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将从四分之一
决赛起引入视频助理裁判（VAR）。

亚足联明确了使用VAR的场次，即从四
分之一决赛开始，以及随后的两场半决赛和
决赛，一共7场比赛会引入VAR。

VAR 实际上是使用视频回放技术帮助
主裁判作出判罚决定，目前已逐步应用于西
甲、德甲、意甲等欧洲各大联赛，并出现在今

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赛场。
亚足联秘书长温莎·约翰表示：“我们 9

月26日才决定引入VAR手段，我们还需要做
大量的准备工作，以确保VAR能从四分之一
决赛开始发挥作用。”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将于明年1
月5日至2月1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迪拜、
艾因和沙迦4座城市的8座体育场进行。

2019年亚洲杯引入视频助理裁判

希丁克执教国奥首秀开门红

本报综合消息 冲击2020年东京奥运，对
于中国足球来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但是明
知不可为，也要有人逆流而上。15日晚，72岁
的希丁克带领着中国U21国足（以下简称国奥
队）启航了。在万州四国赛首轮中，国奥队1：0
战胜泰国国奥，希丁克也迎来了在中国本土首
秀的胜利。赛后，希丁克对本场比赛的结果感
到满意，也对球员的表现予以了肯定。

足协高层督战希丁克首战

中国国奥队是 12 日在重庆集中的，在
重庆进行了两堂训练课之后，于 14 日转战
万州，随后立即前往球场进行适应性训练。
国奥队本次首战泰国队，随后在17日和19
日分别迎战冰岛和墨西哥。

中国队首战对手是泰国队，今年 3 月，
球队曾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和泰国队进行
过一场热身赛，最终球队在占据优势情况下
和对手互交白卷。

此番四国赛泰国队是唯一一支亚洲球
队，对于球队备战东京奥运会预选赛有着很
大帮助。此前预选赛抽签中，中国队和马来
西亚队、菲律宾队和老挝队分在一组。作为
东南亚球队，泰国队风格会和马来西亚、菲
律宾有很大相似度。

同时考虑到本场比赛是希丁克在国内
首次带队，中国足协管理层也特地来到了万
州，现场督战和泰国队的比赛，这也看得出
足协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视程度。毕竟2019
年国字号球队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国奥
队冲击2020年奥运会。而在比赛中，打入全

场比赛唯一进球的
刘若钒等新人的确
表现抢眼，国奥队
的前场配合也日益
成熟，只不过后防
的几次失误和盯人
不紧，险些酿成大
祸。

希丁克考察
新人：我没感到

压力
根据此次希丁克公布的名单，包括上海

申花球员蒋圣龙、刘若钒，恒大球员温家宝
等球员都是 1999 年龄段球员，刚刚参加完
10月份的亚青赛。对于选择小年龄段球员，
希丁克强调，目前队伍依然处于选秀阶段。

“我们现在就是选秀阶段，全方位地考
察这个适龄年龄段的球员，希望能够在预选
赛开始之前选拔出最合适的球员。基于此，
我在9月去曲靖考察了四国赛；上个月则前
往荷兰进行了一次有意义拉练集训。”按照
计划，本月月底国奥队还将组织一次海外拉
练，地点就选在泰国。

希丁克表示，“通过这次四国赛以及下
一期的两次集训，希望能够选出一个相对固
定的阵容。然后，从明年1月开始进入备战
冲刺阶段。”

尽快考察预选赛对手

此前东京奥运会预选赛抽签，中国队被
认为抽到了上上签，不过对于最近几年青训
战线成绩惨淡的中国队来说，现在已经到了
每个球队都是劲旅的地步了。

希丁克也坦言，球队需要尽快考察预选
赛的球队。对于出线前景，希丁克在不同场
合一律是低调示人。“要完成出线的任务，需
要我们刻苦努力。在这些对手面前，我们没
有优越感。历史上，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出
线。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球队（指与中国队同
组的菲律宾队、马来西亚队与老挝队）和传统
强队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

四国赛剩余赛程
11月17日 19:35中国VS冰岛
11月19日19:35 中国VS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