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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报
黄蜂113:107掘金
活塞111:117 76人
魔术90:112步行者
篮网106:105猛龙
骑士110:129国王
公牛114:112雷霆
鹈鹕103:107灰熊
太阳98:115热火
12月9日
07:00 火箭VS独行侠
08:00 国王VS步行者
08:30 掘金VS老鹰
08:30 篮网VS尼克斯
08:30 奇才VS骑士
09:00 凯尔特人VS公牛
09:00 湖人VS灰熊
11:00 森林狼VS开拓者
11:30 热火VS快船
12月10日
04:30 鹈鹕VS活塞
07:00 雄鹿VS猛龙
08:00 爵士VS马刺
08:30 黄蜂VS尼克斯

12月9日
19:35 同曦VS四川
19:35 辽宁VS江苏
19:35 山西VS广州
19:35 北京VS北控
19:35 天津VS山东
20:00 新疆VS福建

新华社华盛顿12月7日电 7日NBA常规赛继
续进行，虽然詹姆斯砍下35分、8个篮板、11次助攻
的“准三双”，但湖人在最后一节崩盘，客场以120：
133 不敌马刺，结束四连胜。勇士在客场以105：95
战胜雄鹿，取得三连胜。

在湖人与马刺的比
赛中，湖人打出 7：0 的良
好开局。之后，马刺将比
分追至 15：15。接下来，
湖人一直处于领先，直到
第三节结束时，湖人以
99：89 领先 10 分。第四
节，湖人进攻突然哑火，
防守也漏洞百出，这让马
刺看到了机会。马刺球
员越战越勇，完全控制了
场上局面，单节打了湖人
一个44：21，上演大逆转。

同日，勇士球星杜兰
特手感不佳，打了 37 分
钟仅得 11 分，但库里和
汤普森合砍 40 分，成为
勇士获胜的关键。勇士
在全场大部分时间里以
微弱优势领先。上半场
结束时，勇士以 57：51 领
先。第三节，雄鹿一度反
超比分，但库里连续命中
三分，帮勇士渡过难关。
末节，勇士一直将领先优
势保持在两位数，并笑到
最后。

曼联主场大捷 红军保持不败

新华社罗马12月7日电 意甲联
赛7日晚迎来一场国家德比，意甲排
名第一的尤文图斯在主场对阵排名
第三的国际米兰，依靠曼朱基奇的头
球，尤文图斯最终以1：0获胜。

比赛开始后，双方积极进攻，多
次射门。第29分钟，国米球员波利塔
诺将球传给禁区中央的伊卡尔迪，加
利亚尔迪尼从中路跟进，接伊卡尔迪
的回传，在禁区内低射打门，球击中
右门柱弹出，国米错失良机。

0：0的比分一直持续到比赛第66
分钟，坎塞洛在禁区左侧底线附近晃
开防守队员，将球传至门前，曼朱基
奇后点跃起头球破门，打进自己在意
大利国家德比中的首粒进球，帮助尤

文图斯打破僵局。
此后双方都未能破门，1：0 的比

分保持到终场，尤文图斯取得联赛六
连胜，以14胜1平的傲人战绩继续领
跑意甲积分榜。

尤文图斯主帅阿莱格里赛后表
示：“国米在上半场比赛给我们制造
了麻烦，我们没能很好地封锁他们的
进攻。下半场我将曼朱基奇换到了
左侧，迪巴拉的发挥很出色，我们的
进攻强度与上半场截然不同，不再给
国米机会。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决赛，
但是我们总是用尽全力，避免输球。”

国际米兰在近4次客场对阵尤文
图斯的比赛中都未能进球，上一粒进
球还是在2015年，由伊卡尔迪打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8
日，王大雷通过个人社交平台透露，
自己已经重返国足。据了解，他被增
补入队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门将曾
诚在此前队内分组对抗中右脚脚踝
韧带断裂，他也很可能因此无缘亚洲
杯。国足教练组于是紧急向王大雷
发出了调令，接下来国足亚洲杯门将
位置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王大雷是7日赶到海口与国家队
会合的，并参加了当天下午全队的分
组对抗训练。随着王大雷归队，目前
参加国足海口封闭训练的门将已达5
人，另外4人分别是颜骏凌、曾诚、张
鹭和郭全博。参加亚洲杯的各队报
名人数为23人，按照国
际比赛惯例，每队应报
3位门将。这也是里皮
在本期集训之初征调4
位门将的原因所在，他
要从中选择经验、能力
最佳的 3 人征战亚洲
杯。

曾诚的意外受伤不可避免地给
国足备战亚洲杯带来很大影响。虽
然队中还有三位门将可用，但出于对
类似意外情况的防范以及对备战质
量的考虑，教练组还是决定增补一名
门将参加集训。

事实上，2015年时任国足主帅佩
兰就曾将王大雷、曾诚、颜骏凌三人
带到澳大利亚亚洲杯赛场。王大雷
作为主力有过不俗表现，从这个角度
来说，王大雷也是目前国内最具国际
赛事经验的门将之一，他被征调也顺
理成章。王大雷归队后，势必会加剧
门将位置的竞争，但这样的竞争无论
对年轻的郭全博还是整个球队来说

都具有积极意义。
北 京 时 间 12 月 8

日，据卡塔尔媒体报道
称，中国国家队为备战
亚洲杯将于 12 月 24 日
和 12 月 28 日与伊拉克
和约旦两支劲旅进行热
身。

第183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65614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0956元
开奖结果：3 5 9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3918注0注9070注

本地中奖注数10注0注18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62932.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5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5000000元

第18335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0265652元
开奖结果：3 5 9 1 1

本期中奖情况

231075288.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4 0 7

青海省销售总额：671032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1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456
0

463
0

0
1
1
0
0
13
24
0

0
0
0
0
0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474240

0
80099

0

0
606
86
0
0

195
240
0

0
0
0
0
0
0
0
0
0

中奖总金额：555466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335期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144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18318880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6 17 18 24 31 07 11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7注

4注

167注

64注

1180注

474注

40916注

14508注

733516注

263831注

6378335注

-

每注奖金

6993911元

4196346元

49772元

29863元

2714元

1628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48957377元

16785384元

8311924元

1911232元

3202520元

771672元

8183200元

1450800元

7335160元

1319155元

31891675元

130120099元

6852100778.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8日，韩国足协杯
尘埃落定，大邱FC最终以5：1的总比分战胜蔚山现
代捧杯，这不但意味着大邱FC将进入到广州恒大所
在的F组，而且也令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小组对手基
本产生，鲁能的形势相对有利。

大邱FC在顺利捧起韩国足协杯后落位到F组，
他们将面对广州恒大、墨尔本胜利，以及广岛三箭附
加赛所在分区球队。目前只剩下日本天皇杯悬而未
决，天皇杯的决赛将在浦和红钻和仙台维加泰之间
展开，夺冠的球队将落位到G组，同北京国安、全北
现代和武里南联同分在一个小组。

山东鲁能、蔚山现代、广岛三箭和鹿岛鹿角，仍
然需要参加附加赛。唯一可能遇到些麻烦的便是卫
冕冠军鹿岛鹿角。因为只是J联赛第四顺位的球队，
所以鹿岛鹿角可能要在附加赛遭遇澳超的纽卡斯尔
喷气机队。至于其他参加附加赛的球队，因为所面临
的对手皆较弱，故而晋级并不存在太大问题。

E组：山东鲁能附加赛所在分区球队、庆南FC、
柔佛DT、鹿岛鹿角附加赛所在分区球队

F组：广州恒大、大邱FC、墨尔本胜利、广岛三箭
附加赛所在分区球队

G组：北京国安、浦和红钻/仙台维加泰、全北现
代、武里南联

H组：上海上港、悉尼FC、川崎前锋、蔚山现代
附加赛所在分区球队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了
参加俄罗斯世界杯球员所在俱乐部补偿金分配情
况，共有 416 家俱乐部获得了总计 2.09 亿美元的补
偿金，英超冠军曼城获得500万美元居首，而皇马以
481万美元位居次席。而11家中超和中甲俱乐部总
计获得超过218万美元，广州恒大以约35万美元的
补偿金居首。

这是国际足联自2010年世界杯启动的“世界杯
俱乐部受益计划”的内容体现。中国足协相关部门
已收到国际足联有关世界杯补偿金的通知，国际足
联的补偿方案按照入选世界杯最终名单的球员所在
球队参与世界杯的天数计算，从世界杯开始前两周
起，直到球队参加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后的第二天，
每天的补偿金为8530美元。

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参赛球员在世界杯前两
年效力过的俱乐部都可以获得补偿。因此，北京国
安的巴西国脚奥古斯托、河北华夏幸福的阿根廷国
脚马斯切拉诺、长春亚泰的尼日利亚国脚伊哈洛、天
津泰达的尼日利亚国脚米克尔、广州恒大的韩国国
脚金英权，以及大连一方的葡萄牙国脚冯特都为各
自俱乐部“贡献”了补偿金。而重庆力帆、江苏苏宁
则因为“曾经拥有”世界杯国脚也获得了补偿。

中国的俱乐部总计获得 2186175 美元的补偿。
其中广州恒大获得35.375万美元居首，天津权健和
北京国安分别以超过32万美元紧随其后。

意大利国家德比意大利国家德比：：尤文图斯力克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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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家俱乐部瓜分2亿美元世界杯补偿金

中超得218万恒大居首

曾诚受伤或无缘亚洲杯 里皮征调王大雷归队

中超球队

亚冠对手基本落位

詹姆斯砍35分难救湖人

勇士胜雄鹿取三连胜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CBA联赛常规赛第17
轮8日晚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广东宏远在客场
以107：103击败浙江队，豪取17连胜。

客场作战的广东队先声夺人，易建联、苏伟和周
鹏带领球队打出一波21：9，但浙江队很快迫近比分，
王仔路和汉斯布鲁还帮助浙江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
分。不过威姆斯一人连砍13分，帮助广东队稳住阵
脚。易边再战，双方交替领先，僵持不下。末节，威
姆斯和易建联接连进攻得手。在汉斯布鲁和王仔路
分别进球后，浙江队将分差缩小至2分。任骏飞把
握住关键罚球机会，两罚全
中，帮助广东队以 107：103
获胜。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比赛
中，广厦以102：99险胜上海
队，迎来三连胜。吉林以
113：92战胜八一队，深圳队
以111：101击败青岛队。

广东男篮豪取广东男篮豪取1717连胜连胜

德甲昨日战报
不莱梅3：1杜塞尔多夫
弗赖堡3：0莱比锡
沃尔夫斯堡2：2霍芬海姆
勒沃库森1：0奥格斯堡
沙尔克04 1：2多特蒙德
拜仁3：0纽伦堡

西甲
12月9日
23：15 韦斯卡VS皇家马德里

意甲
12月10日
03:30 AC米兰VS都灵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8日23时，英超
联赛第16轮一场焦点战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展开争
夺，曼联在主场以4：1大胜富勒姆。第12分钟，阿什
利·扬首开记录；第27分钟，马塔帮助球队扩大领先
优势；第42分钟，卢卡库在小禁区边缘推射入网；拉
什福德在比赛最后阶段锦上添花，凭借本场比赛的
胜利，曼联也结束了4轮不胜。

客场作战的利物浦则以4：0轻取伯恩茅斯，豪
夺五连胜，本赛季开局16轮不败，此役过后，利物浦
超过曼城1分，暂时登顶积分榜首位。萨拉赫在第25
分钟、第48分钟和第77分钟连入三球上演帽子戏法，
伯恩茅斯后卫斯蒂夫·库克解围时不慎自摆乌龙。

当天主场作战的阿森纳以1：0小胜哈德斯菲尔
德，托雷拉在第83分钟倒钩破门绝杀。此役过后，
阿森纳延续21场不败，联赛14轮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