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战报
独行侠 89：93活塞
步行者 100：107魔术
雄鹿 105：92猛龙
篮网114：117马刺
76人113：104勇士
2月2日
08:00 灰熊VS黄蜂
08:30 凯尔特人VS尼克斯
09:00 雷霆VS热火
10:00 老鹰VS爵士
11:00 火箭VS掘金
2月3日
06:00 快船VS活塞
08:00 篮网VS魔术
08:00 公牛VS黄蜂
08:00 雄鹿VS奇才
08:30 步行者VS热火
08:30 独行侠VS骑士
09:30 湖人VS勇士
09:30 鹈鹕VS马刺
10:00 老鹰VS太阳
10:00 火箭VS爵士
10:00 掘金VS森林狼
11:00 76人VS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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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纳税人、缴费人 您有一份新的减税降费优惠政策，请查收
尊敬的纳税人、缴费人：

您好！新春佳节将至，西宁税务落实减税
降费税收政策，让您欢欢喜喜过大年。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小微
企业发展的决策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
下发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
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
号)，再推出一批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措
施，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为确保广大纳税人和
缴费人能够尽享优惠政策，西宁税务提醒您关
注以下政策内容：

一、免税额提高。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
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

二、税负降低。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
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六税两费减征。《青海省财政厅、国家
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关于减征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相关税费的通知》（青财税字〔2019〕173
号），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
日，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的税额幅度
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
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四、叠加享受。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
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
受《通知》(财税〔2019〕13 号)第三条规定的优

惠政策。
五、调整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创

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55号）第二条（一）项关于初
创科技型企业条件中的“从业人数不超过200
人”调整为“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
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3000 万元”调整为

“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 5000 万
元”。

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减税降费有关政策，可
以参加当地税务机关组织的免费政策培训和
辅导；或登录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官方
网站、拨打 12366 进行查询，也可到办税服务
大厅进行咨询。

西宁市税务局将一如既往地为西宁纳税
人和缴费人服务。

祝全市纳税人和缴费人新春快乐，万事
如意。

英超
2月2日
20:30热刺VS纽卡斯尔
23:00 切尔西VS哈德斯菲尔德
2月3日
22:05 莱斯特城VS曼联
2月4日
00:30 曼城VS阿森纳
2月5日
04:00 西汉姆联VS利物浦
西甲
2月3日
01:30巴塞罗那VS瓦伦西亚
23:15皇家贝蒂斯VS马德里竞技
2月4日
03:45 皇家马德里VS阿拉维斯
意甲
2月3日
03:30 尤文图斯VS帕尔马
2月4日
01:00 国际米兰VS博洛尼亚
03:30 罗马VS AC米兰
德甲
2月2日
22:30勒沃库森VS拜仁慕尼黑
22:30法兰克福VS多特蒙德
22:30柏林赫塔VS沃尔夫斯堡
2月3日
01:30 沙尔克04VS门兴

新 华 社 罗 马 1 月 31 日 电
2018-2019 赛季意大利杯足球赛四
强1月31日全部产生，国际米兰主场
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 4:5 负于拉齐
奥，后者锁定了最后一个半决赛席
位。拉齐奥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AC
米兰，另一场半决赛的对阵双方是佛
罗伦萨与亚特兰大。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 月 1 日晚，
国王杯四强举行抽签仪式，皇马与巴萨相
遇，贝蒂斯则对阵瓦伦西亚。北京时间2月
1日凌晨，国王杯足球赛四分之一决赛结束
了第二回合的较量，皇家马德里客场3:1战
胜赫罗纳，皇马首回合主场 4:2 击败赫罗
纳，由此，皇马以 7:3 的总比分拿下国王杯
四强最后一张入场券。

国王杯四强对阵：皇马战巴萨国米无缘意大利杯四强

本报综合消息 詹姆斯
在2月1日对阵快船的同城德
比中提前复出了。最终湖人
以123:120战胜快船。詹姆斯
出战40分钟，拿下24分、9次
助攻和14个篮板的“准三双”，
但湖人的所有“瓶颈”都反映
在了詹姆斯的复出之战里。

詹姆斯还没有找回最好
的手感

休息了40多天，在詹姆
斯缺战的17场比赛里，年轻
的湖人又被“打回原形”，他
们打出了 6 胜 11 败的战绩，
一下子又重新跌落到西部第
九位，游离在季后赛的边
缘。腹股沟拉伤刚刚痊愈的
詹姆斯其实可以选择休息更
长时间，毕竟他已经 34 岁
了，身体的恢复已经不像曾
经。但他决定复出，因为快
船如今占据着西部第八的位
置，在德比之前领先湖人两
个胜场，基本算是湖人冲击
季后赛的最大敌人。

正因如此，在这场复出
之战中，詹姆斯没有被限制
出场时间，在40分钟的出场
时间里，他突破、投篮、助攻、

抢篮板、断球……几乎无所
不能。

不过，数据不会骗人。
在詹姆斯“准三双”的成绩单
里，他的投篮命中率刚过40%，
三分球命中率16.7%，甚至连
罚球都丢了两个……休息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詹姆斯显然
没有找回最好的手感。

湖人的难题，靠詹姆斯
解决不了

纵 观 整 场“ 洛 杉 矶 内
战”，拥有詹姆斯的湖人曾经
一度领先到两位数，但是随
着比赛的深入，湖人的优势
被一点点蚕食，甚至连场上
的局面都落入了快船的节
奏。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多
钟，湖人除了詹姆斯以外就
没有可靠的“终结点”——只
有詹姆斯内突外投，帮助湖
人保持着微弱的领先。不
过，詹姆斯终究是“皇帝”。
他几乎统治了加时赛，并且
在最后时刻助攻史蒂芬森完
成了关键的“2+1”，帮助湖人
在这场德比里笑到了最后。

但湖人如今的问题也反
映在了詹姆斯的这场复出之
战的每一个细节里。

如果詹姆斯在场，湖人
几乎就围着他一个人组织进
攻。詹姆斯的效率高低决定
了湖人在球场上的局面和节
奏；但詹姆斯下场之后，湖人
就只能依靠着“神经刀”史蒂
芬森和一群经验还不足的年
轻人，球队的攻防效率都难
以得到保证。

不仅如此，在这段时间
里，湖人少帅沃顿的排兵布
阵也不断受到质疑和诟病。

如何组合库兹马、英格拉
姆、祖巴茨、哈特和波普，如何
使用朗多、泰森·钱德勒、麦基
和比斯利这些老将，沃顿的用
人总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詹皇复出准三双湖人险胜

第190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723653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74888元
开奖结果：8 4 8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3900注4044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6注7注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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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83439.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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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000000元

第19032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2458058元
开奖结果：8 4 8 9 0

本期中奖情况

202519677.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14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6 09 12 19 20 24 25
特别号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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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350
871

10992
14538
122089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3
1
30
44
275

每注奖金（元）
580855
16595
1422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8100010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327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1注9注198注2033注28359注349724注380324注

每注奖金5000000元46565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5000000元419085元356400元609900元567180元1748620元8701185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14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5251088元
开奖结果：6 6 3 0 8 4 9

本期中奖情况

14816503.5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4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1 6 1

青海省销售总额：744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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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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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86
0
0
0
0
0
0
1
2
2
0
1

0
1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23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77840
29756

0
0
0
0
0
0
21
46
20
0
12

0
104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207818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32期

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中国男篮职
业联赛（CBA）1 日晚进行常规赛第 38 轮
的7场争夺，“领头羊”广东宏远队以122:
95战胜山西国投队，迎来11连胜，而卫冕
冠军辽宁衡润队以110:94横扫龙狮队。

广东队在比赛开始后一直领先，第二
节还剩1分多钟时，易建联在防守时不慎
扭伤手指，队医紧急进场处理后，易建联
下场休息。山西队趁机发起反击，在半场
结束前将比分追到50:56。

易边再战，易建联用胶布固定手指后
重新上场，并且刚一上场便打成“2+1”。
威姆斯和周鹏一阵猛攻过后，德莱尼又进
入“得分模式”。第三节结束时，广东队以
95:67 领先。末节，广东队依然保持 30 分
左右的优势，并最终以122:95获胜。

辽宁队在与龙狮队的比赛中，前三节
进攻得心应手。第四节比赛开始前，韩德

君已砍下14分，郭艾伦和哈德森得分也双
双超过 20，帮助辽宁队前三节以 93:60 领
先。第四节打了不到5分钟，主帅郭士强
便用全华班锻炼队伍。

“今天我们前三节失误比较多，主要原因
是队内现在伤病比较多，大家也都比较疲劳，
影响了大家的状态。”广州队队员郭凯说。

数据方面，辽宁队郭艾伦得到24分，哈
德森有22分进账，巴斯得到21分和11个篮
板。广州队外援弗格砍下全场最高的34
分，但广州队国内球员中，只有郭凯和陈盈
骏得分“上双”，分别得到12分和10分。

其他几场比赛中，南京同曦队以106:
101险胜北京控股队，吉林九台农商行队
95:106 不敌福建浔兴队，山东高速队以
121:99大胜深圳新世纪队，上海东方队以
121:86轻取青岛国信双星队，浙江稠州队
以116:112击败江苏肯帝亚队。

广东轻取山西 辽宁大胜广州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 2 月 1 日 22：00，在阿联酋
进行的2019年亚洲杯开始决
赛较量，由四届亚洲杯冠军
日本队对战第一次杀入亚洲
杯决赛的卡塔尔队。上半场
第11分钟卡塔尔队前锋阿尔
莫玆·阿里禁区里倒钩得分，
打进了他在本次亚洲杯的第
九球，打破了伊朗球星阿里
代伊在1996年亚洲杯保持的
八球纪录。第 26 分钟阿齐
兹·哈蒂姆接阿费夫送球，禁
区外左脚世界波射门再下一
城。上半场卡塔尔队2:0领先
日本队。下半场第69分钟南
野拓实挑射破门，制造了卡
塔尔在本次亚洲杯的唯一一
个丢球。第79分吉田麻也禁
区内手球犯规，阿费夫点球
打进第三球。最终卡塔尔队
3:1 战胜日本队，历史上第一
次杀进亚洲杯决赛就获得冠
军，并成为亚洲杯第九个冠
军球队，日本队进决赛必夺
冠的传统也被打破。本届杯
赛，卡塔尔 7 场比赛全胜，进
19球仅丢1球。

卡塔尔战胜日本首夺亚洲杯卡塔尔战胜日本首夺亚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