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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
08:00 魔术VS活塞
09:00 雄鹿VS灰熊
09:00 猛龙VS凯尔特人
09:00 篮网VS火箭
09:30 马刺VS独行侠
11:00 骑士VS开拓者
11:30 鹈鹕VS勇士
11:30 爵士VS快船
1月18日
04:00 尼克斯VS奇才
08:00 国王VS黄蜂
08:00 76人VS步行者
08:30 太阳VS猛龙
10:00 公牛VS掘金
10:30 湖人VS雷霆

第19016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599062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9462元
开奖结果：5 9 1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4754注0注17630注

本地中奖注数45注0注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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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19353.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07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1 06 10 12 13 22 27
特别号码

2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
10
231
567
5952
10523
67769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0
27
29
224

每注奖金（元）
480309
20584
1782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594600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1860元

中奖号码:6 8 3

青海省销售总额：758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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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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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
0

466
0
0
0
0
0
0
2
2
1
0
0
0
0
13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6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730080

0

80618
0
0
0
0
0
0
32
20
2
0
0
0
0

247
0
0
0
0

中奖总金额：810999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16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66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6600000元

第19016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1167640元
开奖结果：5 9 1 8 1

本期中奖情况

210167924.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9007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12856147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03 12 16 29 32 0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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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

中奖注数

0注

0注

74注

20注

546注

207注

24116注

8449注

457184注

165844注

4547271注

-

每注奖金

-

-

147545元

88527元

7362元

4417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0元

0元

10918330元

1770540元

4019652元

914319元

4823200元

844900元

4571840元

829220元

22736355元

51428356元

7231975347.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 15日，NBA常规赛
继续展开争夺。在当日进行的六场比赛中，有五场
都是命中更多三分球的一方赢得了胜利。其中，命
中21记三分球的勇士以142：111大胜掘金，在西部
排行榜上完成了对掘金的超越，暂列第一。

客场挑战西部榜首的掘金，卫冕冠军勇士一上
来就打得气势如虹。首节，库里和汤普森的外线组
合就快速进入状态，帮助勇士单节得到51分，创造
了NBA历史首节得分新高。次节，勇士延续火爆状
态，一波12：2的攻势将双方分差拉到20分以上。虽
然此后掘金趁勇士进攻效率有所下滑追上一些分
数，但勇士以79：6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

易边再战，库里依旧不可阻挡。单节轰下 17
分，勇士第三节还没打完得分便已破百。末节比赛
已无悬念，勇士主力纷纷下场休息，最终勇士大胜。

本场比赛，勇士三分球39投21中，仅这一项数
据统计就比对手多得21分。掘金除罚球命中率比
对手高以外，篮板和助攻分别输了14个和8次。

砍下 142 分的勇士并不是当日得分最多的球
队。东部的76人在与森林狼的较量中以149：107取
得一场大胜。和勇士一
样，三分球也是森林狼取
胜的法宝，先发五虎中除
了西蒙斯，其他人都有外
线得分。作为射手的雷迪
克 9 投 3 中反而成为三分
球命中率最低的。恩比德
和钱德勒都是6投4中，巴
特勒4投3中。

此外，步行者以 131：
97 射落太阳，雷霆以 126：
142不敌老鹰，雄鹿以124：
86大胜热火。唯一一支三
分球命中数多过对手却输
了 球 的 是 公 牛 ，他 们 以
100：107不敌湖人。

新华社墨尔本1月16日电（记者
岳东兴 郝亚琳）随着张择/公茂鑫16
日在澳网赢球，这对中国男双组合首
次在大满贯赛中晋级第二轮。而女
双赛场也有捷报：一日双赛的王雅繁
在单打输球后，又与国外选手配对双
打挺进第二轮，一同晋级的还有张帅
与斯托瑟的跨国组合。女单赛场上，
王蔷和张帅成为仅余的中国“金花”。

男双比赛中，外卡选手张择/公
茂鑫经过2小时18分钟的激战，以7：
5、5：7和6：4击败跨国组合克里赞/马
特科夫斯基，取得大满贯正赛首胜。

“可能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场胜
利，而对中国男网来说，会让他们看
到更多信心。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而
是说需要通过努力，有个明确的目标
去完成。”张择赛后说。

女单赛场，生涯第二次参加澳网
正赛的王雅繁在第二轮中以2：6和3：
6不敌澳大利亚“一姐”巴蒂。不过，
此番能够打进第二轮，这名94年出生
的“小花”已经创造了她在澳网的最
好成绩。

“我觉得其实可以更好。刚开始
她（巴蒂）发球威胁特别大，接发球没
有什么办法。自己发球局其实可以
更仔细，但因为她是一个聪明又全面

的选手，而我有些球有点太着急，想
往边线太多了，失误有点多。如果慢
下来或许会好一些，有些球可以去进
攻。”

当天傍晚，王雅繁接着与乌克兰
选手基切诺克搭档，在女双中以6：4、
6：2 击败跨国组合卡拉什尼科娃/亚
斯特列姆斯卡，晋级第二轮。

同样兼项的张帅则与澳大利亚
名将斯托瑟以7：6（3）、6：2击败斯洛
伐克组合库兹莫娃/里巴日科娃晋
级。

作为中国女网名将，张帅赛后表
示，接下来不论是单打还是双打，她都
将一场场拼下去。而老搭档斯托瑟也
是她非常好的朋友，双方配合默契。

“就是每场球都努力。单打对手
都很强，双打我有很强的搭档。双打
就在场上很轻松、很享受。”

谈及今年的目标，张帅说：“今年
就是希望能够不断突破自己，实力能
够真正得到提升。”在谈到中国女单
如何缩小差距时，她说：“每个球员做
好自己就是最重要的。”

此外，中国选手郑赛赛与塞尔维
亚的克鲁尼奇搭档，以1：6、4：6不敌
澳大利亚组合莫妮克·亚当恰克/杰
西卡·莫尔，止步女双首轮。

新华社伦敦1月15日电 热刺俱乐部15日
宣布，球队头号射手凯恩因为左脚踝关节受
伤，到3月初才能恢复训练。

凯恩是在两天前主场输给曼联的比赛中
受伤的，他的退出对于多线作战的热刺来说是
个打击。由于热刺另外一名前锋孙兴慜正代
表韩国队征战亚洲杯，凯恩的受伤也让热刺雪
上加霜。

25 岁的凯恩本赛季已为热刺攻入 20 球，
其中包括 14 粒联赛入球，占热刺联赛进球总
数的30%。孙兴慜打入12球，其中包括8个联
赛入球。

凯恩很有可能无法参加热刺与多特蒙德
欧冠 16 强的两场比赛，同时也将错过与切尔
西的联赛杯半决赛。

作为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能否参加英格
兰队在3月的两场2020年欧洲杯预选赛也是
个未知数。英格兰队将在3月22日对阵捷克
队，3月25日将与黑山队交锋。

新华社伦敦1月15日电 2019年斯诺克大
师赛首轮比赛15日又战两场，罗伯逊和霍金斯
分别击败去年的世锦赛冠军马克·威廉姆斯和
墨菲，闯入八强。

来自澳大利亚的罗伯逊去年没有获得参
加大师赛的资格，而后他状态回升，夺得两个
排名赛冠军，排名重返世界前十。当天比赛他
一度以1：3落后，但在关键时刻连赢五局，最终
以6：3逆转。

39岁的霍金斯称得上是大器晚成，他在职
业生涯早期连续参加五次大师赛一场未胜，但
最近几年成绩大幅度提高，2016年闯入决赛，
2017年晋级半决赛。当天他在开局就没有给
墨菲机会，连下五局拿到赛点，墨菲接着赢下
两局，但墨菲在第八局关键时刻将母球打入中
袋，霍金斯随后上手锁定胜利。

罗伯逊将与霍金斯争夺半决赛权。

新华社华盛顿1月15日电（记者王集旻）勇士主帅
科尔15日向媒体证实，如果不出意外，伤愈归来的全明
星中锋考辛斯将在周末正式为球队献上处子秀。

科尔表示，考辛斯恢复状况非常好，在最近几次
队内对抗中的表现也足以说服教练组让他打正式比
赛。科尔说，如果一切顺利，考辛斯将在18日对阵
快船的比赛中上场。

去年 1 月，当时还效力于鹈鹕的考辛斯受重伤
赛季报销，本赛季他选择加盟勇士，一直全力恢复自
己的状态。好在勇士成绩不错，考辛斯并没有着急
复出。到目前为止，考辛斯已经有将近一年没有打
正式比赛了，但是最近的训练中他表现非常出色，球
队也一直在研究如何将考辛斯纳入轮转阵容并评估
他的上场时间。

等到考辛斯真正踏上赛场的时刻，勇士将有望
凑成五位全明星的首发阵容。考辛斯上赛季效力鹈
鹕期间场均拿下25.2分、12.9个篮板。

新华社华沙1月15日电（记者张章）效力
于热那亚的波兰前锋皮扬特克将在冬季转会
窗口加盟AC米兰。

据波兰媒体15日报道，皮扬特克将以租借
的方式加盟“红黑军团”，租期6个月。本赛季
结束后，AC米兰将为其支付4000万欧元转会
费，波兰人正式加盟球队。目前，皮扬特克的
经纪人正在与AC米兰方面商谈合同的细节。

报道说，皮扬特克转会AC米兰将涉及多
支球队。现以租借方式为 AC 米兰征战的阿
根廷人伊瓜因将返回尤文图斯，然后再前往
切尔西效力；而放走波兰小将的热那亚将引
入巴洛特利，但这笔交易还没有最终敲定。

23 岁的皮扬特克上赛季以 450 万欧元加
盟热那亚，近来状态火热的他引起了包括皇
马、尤文图斯等多家欧洲豪门的兴趣。本赛
季，波兰前锋共代表热那亚出场21次，打进19
球，外加1次助攻，效率可谓极高。在意甲联赛
中，攻入 13 球的他仅以 1 球之差排在 C 罗之
后，位列射手榜第二。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16
日凌晨，西甲豪门巴萨正式宣布，广
州恒大已经买断了保利尼奥。“根据
去年七月签订的相关协议，广州恒大
在一个转会窗口后已经激活了保利
尼奥的买断条款。”巴萨在官方推特
上这样说道。

保利尼奥的转会费到底是多
少？巴萨并没有予以公布。巴萨新
闻发言人比维斯就此事给出了解释：

“我们不能说出具体转会费数字，因
为我们和广州恒大签署了保密协
议。这个协议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
公开转会费详情。”

保密协议的存在，使得巴萨拒绝

公布保利尼奥的具体转会费。但加
泰媒体《世界体育报》此前曾作出过
相关报道。据这家媒体指出，广州恒
大为保利尼奥支付了550万欧元租借
费，同时还支付了 4200 万欧元买断
费，他的转会费总额为4750万欧元。

2017年夏天，巴萨斥资4000万欧
元买断了保利尼奥的违约金，巴西人
从广州恒大来到诺坎普。去年夏天，
保利尼奥以先租后买的方式又回到
了广州恒大。如果《世界体育报》曝
光的金额无误的话，巴萨不但白用了
保利尼奥一年，而且还赚了750万欧
元转会费，而对于一名中超球员而
言，750万欧元就当是进修费了。

勇士击败掘金登顶西部榜首

CBA第32轮
1月17日
19:35 吉林VS辽宁
19:35 江苏VS山东
19:35 山西VS同曦
19:35 四川VS新疆
1月18日
19:35 八一VS北控
19:35 福建VS深圳
19:35 广东VS广州
19:35 天津VS上海
19:35 北京VS广厦
19:35 浙江VS青岛

考辛斯有望本周复出

晋级澳网次轮晋级澳网次轮 中国男双取得突破

巴萨宣布恒大正式巴萨宣布恒大正式买断保利尼奥
西班牙国王杯 1月18日 04:30 巴萨VS莱万特

凯恩因伤休息两个月

波兰前锋将加盟将加盟ACAC米兰米兰

罗伯逊、霍金斯

闯入大师闯入大师赛八强赛八强

新华社太原1月 16日电
（记者刘扬涛）16日晚，CBA联
赛展开第 31 轮的最后三场争
夺。北京男篮经过加时赛，以
120：118逆转险胜上海。

与京沪大战的紧张激烈不
同，本轮的其他两场比赛都呈
现出“一边倒”的态势。其中5
人得分上双的广州以 133：92、
41分的优势大胜北控，客场作
战的广厦以 119：87 从八一手
中带走一场胜利。

北京加时险胜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