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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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洛杉矶11月
20日电 19日，NBA常规
赛继续进行，黄蜂凭借沃
克的出色发挥，在主场以
117：112 战胜凯尔特人。
功臣沃克在赛后表示：

“我只想赢，尽己所能带
队取胜。”

比赛中，沃克在末节
得到 21 分，全场得到 43
分，成为球队取胜的首功
之臣。算上上一场比赛得
到的60分，沃克连续两场
比赛得分总和为103分。

赛后，难掩喜悦的沃
克说：“我只想赢得比赛，
想在势均力敌的比赛中取
得每一场胜利。我们在大
多数比赛中的发挥都不
错，但还是输了几场比
赛。这无可厚非，毕竟不

是所有的事都能按照自
己的意愿发展。但是我
们赢了，这感觉很不错。”

本场比赛结束后，沃
克的场均得分达29.6分，
超过了勇士的库里，而他
赛季命中的三分球数为
65个，也超过了目前受伤
的库里。

沃克的高光表现完
全抢了威斯布鲁克的“风
头”，喜得双胞胎的雷霆
球星当日伤愈复出，率队
客场挑战国王。但近来状
态火热的雷霆没能在当家
球星归来后保持强势，首
节一上来就被国王闷头一
棒打了个10：0，此后雷霆
苦苦追赶，但最终还是以
113：117落败，威斯布鲁克
空砍29分、13个篮板。

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9 日电（记者王集旻）
NBA19日公布了由篮球专家舒曼评出的新一期实
力榜，快船凭借一波四连胜登顶实力榜首位，雄鹿和
开拓者分列第二和第三。

快船在上周表现非常抢眼，四连胜中包括勇士、
马刺和雄鹿等实力出众的对手，还包括一场对阵篮
网落后15分的大逆转，状态非常出色。此外，快船
终结比赛的能力也非常强，在对阵马刺和勇士的比
赛中，他们在比赛最后几分钟的关键时刻总能得
分。快船的进攻能力在全联盟名列前茅，尤其是他
们的三分球，在11月的比赛中，快船是唯一能将三
分命中率保持在40%之上的球队。

雄鹿在“字母哥”安特托昆博的带领下，过去一
周战绩也不错，此外雄鹿的板凳球员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他们保持持续动力的原因。开拓者则在上周调
整了队员上场的时间，多名主力获得更多休息时间，
因而球队的战绩也略有波动，他们由此前的第二位
下滑至第三位。

猛龙在上周遭遇三连败，队中大将伦纳德和洛
瑞投篮命中率非常低，是该队低迷的主要原因，他们
在实力榜上由此前的第一位下滑至第四位。尽管如
此，猛龙仍然是联盟里战绩第一的球队。

此外，雷霆升至第五位，缺兵少将的勇士下滑至
第六位，而触底反弹的火箭上升至第12位。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9日电（记者王集旻）勇士
近来状态低迷，遭遇三连败，近五场比赛输掉了四
场。主帅科尔19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勇
士在过去有过梦幻般的经历，但如今回到了残酷现
实中。

科尔说：“过去四年多时间里勇士的经历可用梦
幻来形容，在联盟里所向披靡，但是现在却遭遇了很
多困难。这才是真正的NBA，勇士好像在过去几年
都生活在梦境中，远离了真实的比赛，但现在我们从
梦境中醒来，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困难，找到应对的办
法。”

勇士目前的困难主要来源于阵中两员大将库里
和格林因伤无法比赛，此外格林和杜兰特的吵架事
件貌似也对球队的士气产生影响。“没人会安慰你，
球队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并执行比赛计划。比
赛是48分钟，球员们必须集中精力，不能好一阵，坏一
阵。缺兵少将是一个原因，但是不管缺了谁，球队必须
找回自信，找回从前的打法，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
是从防守做起，让球移动起来，球员移动起来，找到
投篮机会，最后把球投进篮筐。当然说着容易做起
来难，但是过去好多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队员们表示一定要保持乐观。汤普森说：“球员
必须承担责任，三连败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大不了
我们卷土重来，球队会好起来的。现在也不是4月
份，只是11月份，我们有时间去调整。”

新华社巴黎11月19日电（记者
苏斌）赛季收官战年终总决赛结束
后，男子职业网球协会（ATP）19日公
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塞尔维亚
名将德约科维奇获得年终世界第一，
而年终总决赛冠军亚·兹维列夫排名
升至第四。

德约科维奇的总积分为9045分，
领先于积 7480 分的纳达尔以及积
6420 分的费德勒。实际上在纳达尔
退出年终总决赛后，德约科维奇就已

锁定年终世界第一，他也在该项赛事
期间领取了象征年终世界第一的奖
杯。

18 日在决赛中击败德约科维奇
的德国新星亚·兹维列夫排名上升一
位来到第四，超过了阿根廷人德尔波
特罗，也仅比费德勒少了35个积分。

ATP 年终世界排名前十运动员
为德约科维奇、纳达尔、费德勒、亚·
兹维列夫、德尔波特罗、安德森、西里
奇、蒂姆、锦织圭与伊斯内尔。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18日，在苏州马
拉松比赛中，中国选手何引丽在冲刺阶段被志愿者
和工作人员递国旗打乱节奏，最终以5秒之差错失
冠军。

11月20日，这一插曲仍在引发外界热议。国家
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社会活动部主任、中国
田径协会副秘书长水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田协正在调查了解“苏州马拉松递国旗事件”，“现
在在让组委会报文字材料，组委会也包含运营方。”

水涛表示，一般情况下出现类似问题，中国田协
第一步是通过组委会掌握第一手情况，“根据了解的
情况，再看提出什么意见，原则上由组委会以及一些
赛事的主办单位来处理。”

至于此次事件的一些细节，水涛表示，“我们正
在处理此事件，尚在了解阶段。现在不便说，先把情
况了解清楚。”

广东一枝独秀 新疆险胜广厦

其他战报
76人119:114太阳
雄鹿104:98掘金
活塞113:102骑士
鹈鹕140:126马刺
灰熊98:88独行侠
步行者121:94爵士
快船127:119老鹰
11月21日
08:00 猛龙VS魔术
08:00 快船VS奇才
08:30 篮网VS热火
08:30 开拓者VS尼克斯

CCTV-5
11月22日
08:00 步行者VS黄蜂
08:00 鹈鹕VS76人
08:30 猛龙VS老鹰
08:30 尼克斯VS凯尔特人
09:00 太阳VS公牛
09:00 开拓者VS雄鹿
09:00 湖人VS骑士
09:00 活塞VS火箭
09:00 掘金VS森林狼
09:30 篮网VS独行侠
09:30 灰熊 VS马刺
10:00 国王VS爵士
11:30 雷霆VS勇士

2018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蔬菜品种

日期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11月12日

已售完
已售完

0.68
1.7

已售完

11月13日

0.68
1.7

11月14日

0.6
1.8
0.80

11月15日 11月16日 11月17日

1.8
0.80

11月18日

0.6
1.8
0.80

受委托，我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上午10时在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西宁市胜利路81号商
铺经营权”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

该标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合理，是投资经营的必
选之地，商铺面积4271㎡。具体咨询及相关资料请至我
公司查询。

预展时间：2018年11月21日起至2018年11月29日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实地勘察 费用自理）
本场拍卖会采用网络拍卖方式。凡参加竞拍者需

缴纳竞买信誉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整，于2018年11
月 29 日下午 17 时前缴入本公司账户（名称：青海省产
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青海银行中心广场支
行，账号：0701201000152609）并携相关证件办理竞买

手续，报名截至日期为2018年11月29日17时，逾期不
予报名。竞买成交后竞买信誉保证金冲抵佣金，未成
交者由本公司于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息，银行
手续费自理）。

咨询电话：0971-6166290 13997223309石先生
查询网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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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www.qhcqpm.com）
监督电话：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971-7171668

中国拍卖行业A企业
青海省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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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克沃克：：我只想赢我只想赢，，尽己所能带队取胜

德约科维奇获得德约科维奇获得ATP年终世界第一

主帅科尔：

勇士从勇士从梦境跌入现实

NBA实力榜：快船升至第一快船升至第一

中国田协副秘书长：

正处理“递国旗事件”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张逸飞 李铮）20
日，CBA 联赛第 14 轮战幕拉开，广东队在客场以
121：104大胜四川队，豪取14连胜的同时继续领跑
积分榜。广东队身后的广厦则在主场不敌新疆，吃
到赛季第二场败仗。

四川队面对气势如虹的广东队本来实力就有差
距，大外援汤普森的停赛更是让球队只能以单外援
迎战。这让广东队头号球星易建联轻松统治球场
两端的内线。此役，易建联砍下 22 分和 10 个篮板
的“两双”数据。德莱尼和威姆斯的双外援组合则
在外线提供火力，两人命中 6 记三分球，合力得到
42分。

紧追广东队的广厦则在自己的主场栽了跟头，
以103：106不敌新疆队。虽然广厦核心外援福特森
刷出了33分、15个篮板和13次助攻的大号“三双”，
但他在最后一攻的三分出手不中让新疆队在客场惊
险胜出。新疆队的本场得分王是亚当斯，他独得34
分，同时送出11次助攻并抢下7个篮板。此外，明纳
拉斯、阿布都沙拉木、王子瑞、可兰白克以及孙桐林
的得分也都达到了两位数，多点开花是新疆止住颓
势、战胜强敌的关键因素。

上海与天津队的比赛也并没有呈现“一边倒”的
局面。天津首节双外援齐发奠定两位数领先，上海
队则在第二节完成反超，但天津队在第四节顽强地
再次实现领先。关键时刻上海队的弗雷戴特连得5
分，而天津队的李荣培最后时刻三分不中，上海队最
终在主场以118：115险胜天津队，取得三连胜。

辽宁客场挑战深圳的比赛中，双方同样缠斗到
最后一秒。本场比赛前，深圳队排名第六，辽宁队排
名第五，本场比赛对于两队来说都是一场关键的排
名卡位战。最终辽宁队凭借郭艾伦在最后10秒面
对深圳队犯规战术时的四罚全中，以99：96取得一
场肉搏战的胜利。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
比赛中，北控在主场以 95：
100 不敌江苏；浙江在客场
以 116：118 负于同曦；福建
以131：118战胜山西。

今日
19:35 广州VS吉林
19:35 青岛VS 北京
19:35 山东VS八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