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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国际旅行社
2017年荣获“青藏高原”牌青海旅游名牌企业

出境专线及独立精品小团：
澳大利亚·新西兰11日游（12月24/26/29日）14500元
泰新马12日游 （12月13/20/30日） 5990元
泰一地7天6晚游 （12月天天发） 3990元
斯里兰卡5晚7天（一价全含） （12月5日） 7899元
德法意瑞4国13日游 （12月15日） 13999元
迪拜双飞6日游 （12月6/20日） 4980元
美国东西海岸12日游 （12月3日） 7499元

南非花园大道12日游 （12月9/11日） 12999元
五星普吉斯米兰7日游 （12月天天发） 4990元
日本专线：
畅游日本双古都赏枫美食7日游（12月10/17/24/31日）6080元
日本白川乡半自助深度9日游 （12月15/29) 6480元
活力东瀛 乐享本州8日游 （12月11/25） 7780元

报名地址及热线总社：西宁市黄河路23号（国源大厦4层）联系电话 6122907 6106595 城中北大街门市8226867 城东南小街门市8017009 大众街门市8017170 虎台门市8240503 莫家街门市8178834 人民街门市 4324321
海湖万达门市4716005 大通门市2737718 湟中多巴门市 2227007 共和分社0974-8513066 互助分社0972-8321345 平安分社0972-8667503 尖扎分社0973-8734448 乐都分社0972-8646666 民和分社 0972-8535866

越南芽庄专线：（每周四发班）
芽庄悠享8日游 （12月4/6/11/13日） 3380元
芽庄悦享8日游 （12月4/6/11/13日） 4380元
台湾专线：
台湾环岛中转10日游 （12月6日） 5680元
台湾环岛中转9日游 （12月12/26日）4980元
国内线路：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每月20日） 5800元
五台山+北京6日 （每月20日） 3900元
零购海南双飞6日 （每周四、六） 3680元
闯关东·长白山双飞8日 （12月5/7日） 3980元
初识厦门+武夷山双飞8日（12月5/12/19/26）3080元
大话·海北桂三飞10日 （12月3/10） 3280元

联系地址：西宁市西关大街永和大厦B座14楼（纺织品大楼斜对边，青年巷北口）

营业许可证 L-QH-CJ00001 营业许可证：L-QH-00009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一价全含） 4980元
柬埔寨大小吴哥双飞6日游2900元 芽庄双飞8日2380元
泰国/曼谷/芭提雅/金沙岛8日游 2080元
澳大利亚/新西兰海陆空体验11日游 13500元
五星普吉斯米兰7日游4380元 金牌巴厘岛7日游 5280元
斯里兰卡双飞7日游 6580元 迪拜双飞8日游 4980元
日本东京大阪京都富士山7日游5680元 +北海道 8580元
沙巴双飞7日游4700元 马代11000元起 塞班7280元起

青海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安行国旅）
出境咨询：6128822 国内咨询：6130903

桂林/北海/海南双飞10日游（一价全含） 2880元
探寻海南双飞6日游（蜈支洲、西岛、南山） 2680元
五星海南双飞6日游（南山、分界洲、千古情） 3080元
厦门/土楼/武夷山/海口/三亚品质11日游 48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品质4飞8日游 2200元
贵州双飞6日游2080元+桂林双飞9日游 2580元
南宁/德天瀑布/通灵大峡谷/涠洲岛双飞6日游 3080元
冰雪哈尔滨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3680元

西宁市游客信息咨询中心844097 8236884 8245978
1、中国马尔代夫——巽寮湾8双飞8日游3080元10日3380元
2、西宁直飞三亚——海岛全包双飞6日游 3180元
3、昆明/大理/丽江/版纳4飞8日游 2080元
4、海南/北海/桂林品质双飞10日游 3180元
5、厦一站—厦门鼓浪屿/武夷山永定土楼双飞6日 2880元
6、五星船奇悠悠江南双飞6日游 2080元
7、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 2180元

1、曼谷/芭提雅/沙美岛双飞8日游 3680元
2、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12日游 4580元
3、柬爱时光——柬埔寨双飞5日游 2500元
4、日本双飞6日游6900元 迪拜6日游3999元
5、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上海直飞12日游 4999元
6、越南芽庄休闲出海双飞8日游3280元北越8日游1180元
7、澳大利亚/新西兰双飞12日游 15800元

招聘办公接待数名 小桥2套铺面出租95平米/50平米（无转让费）
您只需要一个电话市区内我们免费上门报名签合同

出境咨询地址：城西区学院巷12号国信国旅门市部
城西区学院巷12号13639786087 城北区门源路朝阳公园北门13389783699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

预订即送影视平台198元包年VIP会员、新片大片抢鲜看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666元

更多信息，关注我们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一价全含

枪手力克热刺 蓝军主场完胜

新华社马德里12月1日电 西甲
联赛第14轮1日展开较量。皇家马
德里在主场以2：0战胜巴伦西亚，在
积分榜升至第五位。

皇马本轮坐镇伯纳乌迎战“蝙蝠
军团”。对手在开场不久即送上乌龙
大礼，本泽马则在比赛最后阶段助攻
卢卡斯·巴斯克斯破门。目前皇马以
7胜2平5负积23分，排名第五，距离
榜首少赛一场的塞维利亚的分差也
暂时缩小到3分。

上半场皇马控制了局面，并在第
8分钟取得领先，卡尔瓦哈尔在底线
附近带球晃开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后
横传中路，门前的华斯不慎头槌上演
乌龙。

下半场战况更为胶着。被传与
皇马主帅索拉里不和的伊斯科在第
80分钟替补出战。第83分钟，皇马
再入一球，本泽马在禁区左路送出传
中，巴斯克斯于点球点附近将皮球扫
入球门右下角。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2 月 2 日 19 时，2020
年欧洲杯预选赛抽签仪式在都柏林进行，列入第二
档的德国抽到老冤家荷兰。

本届欧洲杯预选赛，共有55支球队，根据欧洲
国家联赛成绩分档，共分为6个档次，前5个档次每档
有10支球队，第6档有5支球队。种子队分别是瑞士、
葡萄牙、荷兰、英格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克罗地亚和波兰。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获得欧洲国家
联赛A级小组第一的要参加冠军争夺战，因此瑞士、
葡萄牙、荷兰和英格兰所在的四个小组，只会有5支
球队存在。

根据欧足联规定，第6档的5支球队分别落位于
最后五个小组，因此欧洲杯预选赛前五个小组都只
有5支球队，欧洲国家联赛A级第一只会落位于前
四个小组。由于一些政治因素，西班牙/直布罗陀、
波黑/科索沃、科索沃/塞尔维亚等三组对手，不会分
在一个小组。因为天气原因，法罗群岛、芬兰、冰岛、
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俄罗
斯和乌克兰等10支球队，每个小组最多拥有其中2
支球队。

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小组赛阶段，共产生20个
正赛名额，即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剩余四个正赛名
额，将在欧洲国家联赛附加赛中产生，每个级别的四
个小组第一将参加迷你淘汰赛，获得冠军的球队拿到
正赛资格。不过，欧洲国家联赛小组第一争夺欧洲杯
正赛资格，只是理论上如此。如果小组第一在欧洲杯
预选赛小组赛阶段拿到参赛资格，将会把附加赛资格
让给同组成绩最好的一支球队，如果同组的球队全部
获得参赛资格，那么将延给下一级别的球队。

2020 年欧洲杯预选赛将从 2019 年 3 月开始，
2019 年 10 月结束。决赛将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至
2020年7月12日进行。

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分组：
A组：英格兰、捷克、保加利亚、黑山、科索沃
B组：葡萄牙、乌克兰、塞尔维亚、立陶宛、卢森堡
C组：荷兰、德国、北爱尔兰、爱沙尼亚、白俄罗斯
D组：瑞士、丹麦、爱尔兰、格鲁吉亚、直布罗陀
E组：克罗地亚、威尔士、斯洛伐克、匈牙利、阿

塞拜疆
F组：西班牙、瑞典、挪威、罗马尼亚、法罗群岛、

马耳他
G组：波兰、奥地利、以色列、斯洛文尼亚、马其

顿、拉脱维亚
H组：法国、冰岛、土耳其、阿尔巴尼亚、摩尔多

瓦、安道尔
I组：比利时、俄罗斯、苏格兰、塞浦路斯、哈萨克

斯坦、圣马力诺
J组：意大利、波黑、芬兰、希腊、亚美尼亚、列支

敦士登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2日消息，此前身
患肺癌的前女足球员张欧影未能战胜病魔，最终不
幸离世，享年43岁。

知名体育专栏作者王奇2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写道：她走了，中国女足7号张欧影于今日早上7点
47分永远离去。感谢朋友们的关心支持，感谢那么
多铿锵玫瑰球迷的惦记。铿锵玫瑰20年，相识欧影
20 年，铿锵玫瑰 7 号前锋张欧影已带球远去……。
就这么走了，像海子诗“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

熟悉中国足球的人对张欧影的名字并不陌生，
她曾是中国女足主力球员，随队征战1999年女足世
界杯并获得亚军。早在1991年，张欧影就开始了国
脚生涯。她连续参加了1999年、2003年、2007年三
届女足世界杯，同时也是2000年和2004年奥运会中
国女足队员。

退役后，张欧影于2006年与美国丈夫结婚后，就
移居至美国生活。不过即便已经退役，生活在海外的
她依旧没有放弃心爱的足球。在美国张欧影一直从事
足球教育工作，也曾多次回国参与青少年足球活动。

C罗并列射手榜首位 尤文图斯迎联赛五连胜尤文图斯迎联赛五连胜

新华社罗马12月1日电 意甲联
赛 1 日展开了第 14 轮的角逐。尤文
图斯在客场以3：0大胜佛罗伦萨，迎
来了联赛五连胜，C 罗点球破门，并
列联赛射手榜首位。

比赛第31分钟，本坦库尔和迪巴
拉在前场打出精彩配合，本坦库尔杀
入禁区后一脚低射破门，为尤文图斯
先拔头筹。第69分钟，夸德拉多将球
顶入禁区，基耶利尼抢点凌空打门，
虽被门将蹭到，但球依然入网得分，
尤文图斯扩大比分。第79分钟，佛罗
伦萨的费尔南德斯因手臂触球被裁
判判罚点球，C罗主罚球进。尤文图
斯最终以3：0获胜，迎来联赛五连胜，

从而以 13 胜 1 平的傲人战绩排在联
赛榜首，C罗累计10粒进球，再次追
平射手榜首位的皮扬特克。

佛罗伦萨在主场向来强势，这个
赛季他们在主场仅失3球，在此役之
前尚未在主场输过比赛。尤文图斯
主教练阿莱格里赛后表示：“我们必
须打得很谨慎，佛罗伦萨的主场，不
到终场哨吹响永远不能掉以轻心，他
们的技术和节奏都很好，不过我们成
功封堵了他们的横传。首先，你需要
谦虚地付出和对手一样的努力，随后
你的技术优势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AC米兰则在主场以2：1逆转帕
尔马，取得近三轮首场胜利。

西甲：皇马主场战胜蝙蝠军团

前女足国脚张欧影病逝

20202020年年欧洲杯预选赛抽签欧洲杯预选赛抽签：：

德国荷兰冤家再聚首

今日 09:00 女足东亚杯预选赛 中国香港VS中国

新华社伦敦12月2日电 2日，在英超第14轮的
一场比赛中，曼联连续三场难求一胜。两球落后的曼
联凭借卢卡库在关键时刻发力以2：2战平南安普敦。
赛后，曼联主帅穆里尼奥感叹球队缺乏“疯狗精神”，
但也为球员们在比赛中多次发起反攻表示肯定。

“我们在中场失球太多，这是本场比赛需要改进
的地方。中场可以更简单点，快速将球传给进攻球
员。”穆里尼奥说，“我们缺乏‘疯狗精神’，缺乏那种
总是在场上不停地盯着球、扑球的疯狂状态。”

穆帅：球队缺乏“疯狗精神”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2日，英超联赛第
14轮上演一场北伦敦德比战，阿森纳坐镇酋长球场
迎战热刺。上半场，奥巴梅扬点球破门为阿森纳首
开记录，随后戴尔头球破门扳平比分，凯恩点球破门
将比分反超。下半场，奥巴梅扬再进一球，替补上场
的拉卡泽特和托雷拉的破门帮助阿森纳最终以4：2
击败热刺。此役过后，阿森纳在各项赛事连续19场
不败，阿森纳的排名也反超热刺进入前四。

本轮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切尔西在主场以
2：0轻取富勒姆，迎来近三轮联赛的首场胜利。值得
一提的是，佩德罗的进球是切尔西在英超主场的第
1000粒进球，他们也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三支做到这
一点的球队，仅次于曼联和阿森纳。

12月4日 04:00 欧洲金球奖颁奖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