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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战报
活塞120:115魔术
雄鹿111:101灰熊
马刺105:101独行侠
开拓者129:112骑士
爵士129:109快船
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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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9日
08:00 灰熊VS凯尔特人
08:00 热火VS活塞
08:00 篮网VS魔术
09:00 马刺VS森林狼
10:00 骑士VS爵士
11:30 鹈鹕VS开拓者
11:30 勇士VS快船

区县

城东区

城中区

城西区

项目

锦峰·滨河苑

广汇·九锦园

天桥丽景二期

新千国际广场

中惠·紫金城机电汽配城

翠雍星城南区

安昕雅苑

红星·天铂

碧桂园·天誉（含装修）

香格里拉商业中心

富恒山庄

瑞和佳苑

申基金融广场

三榆山水文园

晶珠广场

九号公馆

品尊·尚居

盛达·国际新城

均价(元/㎡)

4898

6278

4736

7635

7346

4775

4962

7075

5914

8149

5989

4929

8689

9497

7152

6403

8742

9346

西宁地区2018年10-12月部分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网签均价

说明：1.数据不包括别墅及180㎡以上超大面积住房；2.项目为交易量前6位楼盘。
西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1月18日

区县

城北区

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

湟中县

湟源县

项目
九洲·河畔世家
中海·河山郡2期

盛世华城
碧桂园·御川府（含装修）

城北国际村四期
绿地·花都

大通县中心市场周边旧城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
大通县万兴壹号公馆

青秀家园
宁张公路38公里东侧地块旧城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天麒·锦绣华府
大通县人民路北旧城改造

(蓝宝石景苑一期工程)项目1号楼
新华联国际旅游城(多层带电梯)

盈吉圣山国际
湟庭盛世.兴业城

夏都家园
邯海花园

康城.田园小镇
湟源花园小区
金水豪庭
和平佳苑
香江花园

紫玉·金河湾
盛世万家

均价(元/㎡)
6177
8197
5165
8588
7905
7766
4148
3917
4249
3901
5314

4235

13336
4621
7324
3648
4461
4942
3212
3260
2395
2525
3195
3399

本报综合消息 在颁布了各类复杂的财
务政策后，中超各俱乐部都对冬季转会窗口
的操作噤若寒蝉，然而打破这怪异沉默的竟
然是一向谨慎的广州富力。北京时间1月17
日，广东富力宣布签下了热刺中场球员穆萨·登
贝莱，合同为期3年。这是继维特塞尔和卡拉斯
科后，又一位来到中超赛场的比利时国脚。

上赛季中超联赛，广州富力举步维艰，不
仅打不出美丽足球，球队成绩也徘徊在保级
区。惊险保级后，富力集团对球队管理架构
进行了调整，他们显然是想提升球队的实力，
新赛季踢出更好的成绩，而引援成为最直接
的手段。有队内人士曾在上赛季末就透露，
富力集团领导正和几家英超球队展开接触。

既然需要集团领导出马，富力在这个转
会窗口的目标显然是引入真正的大牌球员，但
更重要的是要在中超工资帽、引援帽、注资帽等
一系列规则的框架下行动。此番顺利签下登贝
莱，并敢于对外公开，底气也是来源于此。

关于登贝莱的转会费有多个版本，外媒
方面报道为900万英镑。但对于一个合同只
剩下半年且年龄超过 30 岁的球员来说，900
万英镑有些贵。富力俱乐部高层表示，引入
登贝莱的各方面操作符合足协相关规定，转
会费肯定不是900万英镑。不过，避免了高额
转会费，富力肯定在个人待遇方面满足了登
贝莱的要求。这两天，登贝莱将来到广州与
富力进行最后的磋商和加盟前的各类准备工
作。

论实力和名气，登贝莱绝对不比队友维
特塞尔及卡拉斯科差，包括热刺主帅波切蒂
诺以及比利时的马丁内斯，都曾多次毫不吝
啬地以完美、惊艳等词汇来赞美他。波切蒂
诺曾称，他的技术甚至可以和贝利、马拉多纳
等人相提并论。

登贝莱参加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6
年法国欧洲杯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其技
术出色的同时，身体也十分强壮。登贝莱最
大的问题是伤病，最近八个赛季，他竟然遭遇
了50次伤病，平均一个赛季多达6次，也正是
伤病毁了他的高光生涯，本赛季英超他仅有
10次出场。

登贝莱在中超极有可能拿出惊艳表现，
这是因为他的技术和突破能力非常出色。此
外，富力在主帅斯托伊科维奇多年执教下，已
经形成了强调传控和地面的习惯打法，这也
正合登贝莱的胃口。同时，球队前场有扎哈
维吸引火力，中场还有雷纳迪尼奥、卢琳技术
球员，比利时国脚融入球队问题不大。

登贝莱的多面手属性，注定他在富力要
肩负起重任，且要担任核心。因为足协新政
的限制，中超各俱乐部在防线上越来越少使
用外援，凭借登贝莱的经验，他在中超不断上
演突破和助攻好戏都不是难事。从出道开
始，登贝莱曾辗转比利时、荷兰及英超联赛，
19岁就在国家队出场。一旦快速融入富力，
登贝莱在中超的表现超过队友维特塞尔及卡
拉斯科也不是难事，前提是要保持一个健康
的身体。

比利时国脚登贝莱加盟富力
新华社华盛顿1月16日电 16日进行的

NBA 常规赛创下了不少纪录。尽管哈登砍
下赛季新高的58分，成为现役“50+”次数最
多的球员，但丁维迪仍带领篮网经过加时以
145：142险胜火箭。此外，欧文得到生涯新高
的18次助攻，帮助凯尔特人战胜猛龙。

面对缺兵少将的火箭，篮网在上半场多
数时间里都压制对手。但近期表现可谓“现
象级”的哈登在第三节狂砍22分，火箭也一
举反超比分。末节哈登火力不减，不过此前
沉寂的丁维迪突然爆发，他在最后28秒里连
中3个三分球，随后又在加时赛中独得7分，
用一己之力带领篮网获胜。

火箭共有70次三分球出手，刷新了此前由
他们保持的联盟单场纪录。而哈登砍下赛季新
高的58分从而超越詹姆斯，成为收获“50+”次
数最多（13次）的现役球员。

五连胜的猛龙开场后一度占据主动，但
在欧文的串联下，凯尔特人次节多点开花，单
节胜出对手17分。三节战罢，猛龙仅落后4
分，末节猛龙用一波9：0完成反超。此后双
方争夺愈发白热化，尽管伦纳德依旧神勇，但
欧文成为主宰者，他不仅连得5分，还多次助
攻队友得手。最终凯
尔特人以117：108力
擒猛龙，欧文贡献27
分，同时还有职业生
涯新高的18次助攻。

勇士与鹈鹕展
开了“对攻战”。在
球队最多落后 17 分
的不利局面下，库里
在第三节命中7记三
分 球 ，最 终 以 147：
140 取胜，其中库里
携手杜兰特砍下 71
分。此役两队共投
进43个三分球，同样
刷新了联盟单场纪
录。

新华社利雅得1月16日电 意大利超
级杯 16 日在沙特吉达进行，凭借 C 罗在
下半场的头球破门，尤文图斯以 1：0 战胜
AC 米兰，队史第八次赢得该项赛事冠
军。

超级杯是意大利足坛传统赛事，对阵
双方是上赛季的意甲冠军和意大利杯冠
军。上赛季尤文图斯在这两项赛事中均获
得冠军，因此“斑马军团”在超级杯中的对
手是意大利杯亚军AC米兰。 此前双方各
赢得了7次超级杯冠军。

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尤文图斯曾由

马图伊迪在第34分钟攻入一球，但因越位
被判无效。第61分钟，尤文图斯打破僵局，
皮亚尼奇禁区外精准制导，C 罗反越位成
功后头球建功。迪巴拉此后为“斑马军团”
再入一球，但再次被判无效。第 73 分钟，
AC米兰中场凯西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
战的 AC 米兰无力回天，尤文图斯最终以
1：0获胜。

又讯 西班牙国王杯16日展开16强第
二回合的较量。客场告负的皇马凭借首回
合的优势晋级八强，马德里竞技则在主场
战平后无缘四分之一决赛。

新华社华盛顿1月16日电（记者王集旻）
湖人球星詹姆斯于去年年底受伤之后一直高
挂免战牌。据美国当地媒体16日报道，尽管伤
情好转，詹姆斯依然会错过湖人未来数场比
赛。

詹姆斯的经纪人保罗在接受采访时说，
詹皇的伤情仍然需要时间恢复，将至少错过
未来湖人对阵雷霆和火箭的两场客场比赛，
詹姆斯16日还会再次接受健康评估。

湖人主帅沃顿对詹姆斯的恢复状况非常
乐观。他说：“詹姆斯还没有进行全场对抗训
练，但是从他投篮等技巧训练中，我能看出他
的身体还不错，而且他的精神状况也不错。”

这次受伤让詹姆斯远离赛场达三周之
久，是其 15 年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最长伤
停，算上雷霆和火箭两场对阵，詹姆斯这次总
共要错过 13 场比赛，这在以前从没有发生
过。虽然湖人非常需要詹姆斯，但是詹皇马
上就要年满34岁，因此球队对于他的身体和
伤病非常谨慎。目前湖人24胜21负，暂列西
部第八。

新华社墨尔本1月17日电（记者郝亚琳
岳东兴）中国选手王蔷17日在澳网女单第二
轮中以6：2和6：3击败塞尔维亚选手克鲁尼
奇，晋级32强，创下个人澳网最好成绩。

尽管实现了自我突破，但王蔷对自己的
表现还不是特别满意，觉得和去年下半年的
状态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实事求是来讲，这
两天还是有一定起伏的，可能表面看还好，但
心里起伏还蛮大的，到一些关键时刻会稍微
紧一点。”王蔷说。

下一轮，王蔷将挑战13号种子、拉脱维亚
的塞瓦斯托娃，后者曾闯入美网四强。王蔷
形容对手“很难对付”，打法聪明又有变化。

“我如果有这两天的发球，把接发球调整一
下，跑动中打得再有质量一点，还是有戏吧。
最重要就是把自己状态调整到最好。”她说。

同日，王蔷在女双第一轮中也赢得胜利，
她与中国选手蒋欣玗搭档以2：0战胜了帕门
蒂尔/萨卡里。

张帅当日在女单第二轮中克服下雨中断
比赛的影响，直落两盘击败捷克选手普利斯
科娃，时隔三年重返此项大满贯赛的第三轮。

王蔷轻松晋级32强

创个人澳网最好成绩

哈登创纪录火箭仍落败

詹姆斯因伤继续休战

周周 末末 看看 台台

C罗一锤定音 尤文图斯赢得意大利超级杯

英超英超
1月19日
23:00 利物浦VS水晶宫
23:00 曼联VS布莱顿
1月20日
01:30 阿森纳VS切尔西
21:30 哈德斯菲尔德VS曼城
西甲西甲
1月19日
23:15 皇马VS塞维利亚
1月20日
01:30 韦斯卡VS马竞
1月21日
03:45 巴萨VS莱加内斯
意甲意甲
1月19日
22:00 罗马VS都灵
1月20日

03:30 国际米兰VS萨索洛
1月21日
03:30 那不勒斯VS拉齐奥
22:00 热那亚VS AC米兰
1月22日
03:30 尤文图斯VS切沃
德甲德甲
1月19日
03:30 霍芬海姆VS拜仁
22:30 勒沃库森VS门兴
22:30 斯图加特VS美因茨
1月20日
01:30 莱比锡VS多特蒙德
1月21日
01:00沙尔克04VS沃尔夫斯堡
法甲法甲
1月20日
00:00 巴黎圣日耳曼VS甘冈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郭敬丹
朱翃）17日晚，CBA联赛展开第32轮的争
夺。其中，吉林与辽宁的比赛打满三个加
时，最终辽宁在客场以153：150险胜对手，
拿下21连胜。

首节开始，吉林队内外线接连得手，
打出 7：0 的开局。首节结束，吉林队 30：
12 领先。次节，慢热的辽宁队逐渐找回
进攻状态，一路苦追。但吉林队保持了首
节的进攻气势，半场结束，吉林队 62：42
领先。

下半场，辽宁队上来一波猛烈的反扑，
防守也有所加强。伴随着哈德森命中的三
分球，辽宁队将比分追至61：72，逼停了比
赛。回到场上后，辽宁队两球
罚中，分差被进一步缩小至个
位数。第三节结束，双方打成
83：79，吉林队仅领先 4 分。末
节，韩德君将比分追至 83：83。
比赛剩最后一分多钟时，吉林

队小将姜伟泽命中的关键三分帮助球队将
比分追至 107：107，这一比分也保持到常
规比赛时间结束，双方打进加时赛。

加时赛中，吉林队的三分球屡屡帮助
球队稳住局面。第一个加时最后几秒，又
是姜伟泽神来之笔般的三分球使得吉林队
追至122：122，比赛进入第二个加时。

第二个加时中，比赛还剩1分钟，姜伟
泽再次命中三分球，吉林队拿到 137：132
的领先。时间剩7秒，兰佩两罚中一，接着
辽宁队内线得手，双方战成139：139，加时
赛继续。

第三个加时中，辽宁队始终持有微弱
领先，郭艾伦两罚全中，吉林队150：153陷

入被动。最终，吉林队没能再
次博出三分球，以 150：153 遗
憾告负。

当日，新疆以111：91大胜
四川；江苏以 110：90 大胜山
东；山西以92：86战胜同曦。

辽宁三加时险胜吉林拿下21连胜
今日 19:35 北京VS广厦 19:35 广东VS广州

今日
19:35 八一VS北控
19:35 福建VS深圳
19:35 天津VS上海
19:35 浙江VS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