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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四飞八日游 26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十日 3680元
2.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卧八日游 2280元 双飞六日 2380元
3.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双飞六日游 22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2380元
4.贵州双飞六日游 2380元 +桂林八日31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3380元
5.乌鲁木齐/白沙湖/五彩滩/喀纳斯/吐鲁番/天山天池双飞八日游 2700元
6.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双飞六日游 17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2980元
7.厦门/武夷山/集美/鼓浪屿/土楼双飞八日游 2700元 “0”购物纯玩 3680元
8.三亚双飞六日游 18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33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十日 3180元
9.北京+天津双飞六日游2480元+华东3280元 西安双动四日 1480元
10.成都/乐山/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六日游1880元 重庆+三峡双卧七日 2780元
11.桂林双飞六日25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3380元
12.西藏双卧八日游 2680元 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2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二日游540元
报 名 热 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 间）网 址 ：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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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15618，18797014821， 18997196226
▲特价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5月17/18/19/20/21/22日全陪） 价格电话现询
▲夕阳红专列北戴河/哈尔滨/山西/海拉尔/满洲里/长白山/沈阳15日游（5月25左右）2680元/人起
▲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两日游580元 +影视城/景泰石林三日游980元起（每周六）
▲平凉崆峒山两日游（每周六）780元/人 ▲官鹅沟三日游（每周五）880元/人
▲双城记重庆+贵州赤水/洪崖洞双飞7日游（5月18/21/23/25/28无购物） 1580元/人
▲嘉峪关/敦煌3日1680+张掖4日1980或方特4日2080或玉门关/雅丹4日2180元
▲江南华东五市6日游1780元（5月21/23/25全陪无自费） +黄山/千岛湖8日游3380元
▲连云港/日照/项王故里/三台山6日游（5月19/22/26全陪无购物无自费） 1980元/人
▲全景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6日游1980元 +桂林10日游3280元（一价全含）
▲夕阳红系列穿越河北/山西/河南三省联动10日游（5月26日） 1980元/人起
▲大连/青岛/威海/蓬莱/烟台6日游2280元+北京11日游3280元（5月20/27全陪无购物）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南昌/婺源双飞8日游（5月23/30全陪零自费） 2380元
▲避暑疗养江西8日游2480元 ▲黄山宏村/庐山/婺源/新安江7日游3480元（每周六）
▲红色贵州黄果树/遵义/凯里/西江/七孔双飞6日游（5月20/24/27全陪） 2580元/人
▲拉萨/大峡谷/苯日神山/羊湖9日游（5月17/22/25/27全陪零自费） 2580元/人
▲全方位首都世园会北京+天津全景6日游（5月20无购物无自费） 2680元/人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坎儿井/火焰山/五彩滩8日游（5月18/25无自费） 2680元/人
▲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5月19日特价2880、18/21/24/28全陪一价全含零自费3280）
▲江西庐山/婺源/景德镇/三清山/龙虎山或石钟山井冈山8/10日游 2980/3580元/人
▲南宁/德天/通灵/巴马/北海涠洲岛8日游（每周二四六，无自费无购物） 3680元/人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长江路7号青海湖大厦15楼1151室（海悦酒店旁边）

现代国旅 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
青海省旅行社综合业绩排序前十名单位

国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8246007 18997266165
★“夕阳红”山西+皇城相府 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880元
★“夕阳红”昆明 大理 丽江西双版纳双卧14日游 3180元
★“夕阳红”华东五市+扬州 镇江 绍兴宁波 舟山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880元
★“夕阳红”安徽全线(三河古镇 宏村九华山 黄山)双卧9日游 2980元
★“俏夕阳”青岛 威海 大连双飞6日游 2280元 +北京单飞10日游 3280元
★郑州 郭亮村 南坪村 云台山“深度”双卧8日游 2880元
★海南双飞6日游 2880元 +北海 桂林双飞10日游 3480元
★贵阳双飞6日游 2780元 +桂林双飞双动8日游 3280元
★张家界 十里画廊 天门山 黄龙洞 凤凰古城 湘西苗寨双飞6日游 2880元
★厦门 鼓浪屿 永定土楼双飞6日游3380元 + 武夷山双飞7日游 3780元
★恩施大峡谷+女儿城+魅力清江+神龙架+官门山+天生桥+三峡大坝8日游 2980元
★胜景三峡--武隆天坑+地缝+仙女山+重庆+三峡+宜昌大坝三卧7日包船游 2980元

出境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日本本州8日游 59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8日游 45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日本本州10日游 9800元
★泰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4580元
★曼谷 芭提雅普吉岛10日游 5999元
★清迈+清莱+普吉岛10日游 5980元
★越南 柬埔寨双卧双飞15日游 4880元
★南非克鲁格花园大道10日游 13900元
★土耳其12日游 7580元+埃及18日游 11800元
★澳大利亚 新西兰墨尔本12日游 8800元 纯玩12日游14800元/人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 17800元
★荷兰+德国法国 意大利瑞士14日游 14800元
★英国+爱尔兰12日游 16900元 +16日深度游 19800元
★俄罗斯9日游 5999元 +北欧四国+爱沙尼亚13日游 13500元

另备多条出境邮轮、海岛蜜月亲子游，国内旅游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总公司：0971-8243629 8246007 海湖新区0971-5113308 湟中0971-2234599 2299255 通海十字0971-2215889
南 川 东 路 0971-4325033 城 西 0971-6182817 湟 源 0971-2435192 大 通 0971-2828432 互 助 0972-8395866 民 和 0972-8517376 乐 都 0972-8631111

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8246007 18997263365
“夕阳红”东北、俄罗斯、朝鲜“5月26日出发”5月15日前交全款报名，交100元抵500元，每人只享受一次优惠政策，非空专列火热报名中
A线：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长白山、沈阳专列15日环游专列
活动报价 : 硬卧上铺：2580 元 /人 中 2880 元 /人 下 3180 元 /人 软卧上铺：3580 元 /人 下 3880 元 /人
B线：俄罗斯（佛拉迪沃斯托克、格罗捷科沃格市、乌苏里斯克、海参崴）朝鲜（南阳）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延吉、沈阳专列15日环游专列
活动报价 : 硬卧上铺：3380 元 /人 中 3680 元 /人 下 3980 元 /人 软卧上铺：4380 元 /人 下 4680 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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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甘肃宁夏旅游线路：0971-8241777 18997263126
★嘉峪关方特双动2日游 980元 ★张掖水上乐园2日游 52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双动3日游 153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张掖双动4日游 175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甘肃敦煌/嘉峪关/张掖/祁连大环线汽车7日游 2680元
★宁夏沙湖/影视城/中卫沙坡头双卧4日游 1280元 +西夏王陵5日游 1580元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措/林芝双卧9日 3630元 +日喀则11日游 398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葡萄庄园/库木塔格沙漠双动5日游 2750元

中国青年旅行社全国青年文明号 国家旅游局特许出境组团社
青 海 省 成 立 较 早 的 国 际 社 之 一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城西：8011111 6331333 东大街：8189696 民和：0972-8585233

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全景10日游（西宁独立成团，1晚温泉酒店，特别安排东京一天
自由活动） 6月29日 7380元/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6月19日、26日（西宁独立成团） 73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13日游5月18日、6月15、26、29日（一价全含） 148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无老年附加）5月10 日3980元/人；5月25、27日4580元/人
心动芽庄西宁直飞6月1日、4日、8日、11日、15日 2980元/人
纯玩港澳观光+迪士尼+广州长隆欢乐世界7日之旅 双飞4997元/人
仙境张家界双飞7日游 5月13、20、27日 2980元/人
多彩贵州双飞6日5月14、21、28日 27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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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5月13日晚，新一期中国国奥
队名单公布，希丁克将率队征战6月1日至15日在
法国举行的土伦杯。根据赛程，中国国奥队将在6
月3日迎战爱尔兰、6月6日迎战巴林、6月9日迎战
墨西哥。球队从本周中开始到月底将展开针对土
伦杯的集训。

在中国国奥队这份参赛名单中，上海上港是国
脚最大贡献俱乐部，共有陈彬彬、胡靖航、雷文杰、
李申圆和陈威5人入选；其次是北京国安、广州恒大
和山东鲁能，三家各有两将入选，其中北京国安入
选球员是张玉宁和郭全博，恒大是杨立瑜与严鼎
皓，鲁能是黄聪与李冠希。在海归球员方面，林良
铭、单欢欢、姚道刚等悉数在列。

对于主帅希丁克来说，目前入选名单的球员们
能否在规定时间到位依然是一个问号。在拟定名
单时，国奥方面一直都在为集训时间、地点的安排
而煞费苦心。第47届土伦杯将从6月3日开踢，15
日进行决赛。从准备洲际大赛的角度出发，国奥队
在奔赴法国前，至少需要安排两周的集中训练。于
是，5月20日就被设定为球队集结日。而从5月20
日至6月15日，则需要进行三轮中超联赛，同时去
年中超前四名上港、恒大、鲁能和国安，还需要参加
最后一轮亚冠小组赛。另外在5月29日和30日，还
有一轮足协杯淘汰赛。种种情况摆在面前，集训和
赛程冲突的事实很难回避。

新华社石家庄5月13日电(记者赵鸿宇 杨
帆)29年，离拿英超联赛冠军的时间有些远。97
分，离夺联赛冠军的距离又很近。

当地时间 12 日，2018-2019 赛季英超联赛
最后一轮比赛同时开战，位居积分榜次席的利
物浦坐镇主场迎来狼队的挑战。这场比赛中，

“红军”凭借马内的两粒进球收获胜利。
然而，强大的“蓝月亮”曼城在另一个赛场

上大胜布莱顿，利物浦最终以 1 分之差获得英
超第二名。

本赛季开始前，利物浦从罗马队中“挖”来
巴西门神贝克尔，又将法比尼奥招至麾下，用

“白菜价”从上赛季降级球队斯托克城队中抢来
沙奇里，加上之前已经敲定的纳比·凯塔，一开
始利物浦就注定成为争冠热门球队。

“红军”不负众望，这个赛季他们后防线的
进步有目共睹，“定海神针”范戴克坐镇指挥的
防线联赛只丢了 22 球，是英超丢球最少的球
队，他也获得了本赛季英超最佳球员。两个年
轻的边后卫罗伯逊和阿诺德赛季助攻均上双，
在保障防守质量的情况下为进攻提供了不少

“火力”。
利物浦最引人为傲的还是被球迷成为“红

箭三侠”的萨拉赫、马内、菲尔米诺。联赛中“三
侠”轮流发威，共打入56球，惊人地达到球队在
英超进球总数的63%。

球队稳定的战绩赢得了球迷的肯定，克洛
普更被认为是近年来“红军”的最佳“引援”。
2015年10月9日，利物浦官方宣布克洛普成为
球队新任主帅。上任的那个赛季，克洛普就带
领球队拿下了欧罗巴联赛亚军、英格兰联赛杯
亚军。之后利物浦引进了马内、维纳尔杜姆等
球员，在2016-2017赛季获得了联赛第四名，其
中在对阵英超前七的比赛中以7胜5平的成绩
保持不败。

2017-2018赛季，利物浦又一次打入欧冠决
赛，然而萨拉赫意外受伤下场，再加上门将卡里
乌斯两度失误“送礼”，克洛普的球队折戟沉沙。

这个赛季的欧冠半决赛，利物浦在首回合3
球落后的情况下，次回合奇迹般的以 4：0 的比
分完成了对巴塞罗那的大逆转，再次挺入欧冠
决赛书写传奇，他们的对手是同样完成大逆转
的英超球队托特纳姆热刺。

值得一提的是，本赛季英超球队切尔西和
阿森纳都进入了欧罗巴联赛决赛，这更加印证
了97分联赛亚军的含金量。或许，利物浦距离
真正的复兴只差一个冠军。

红军距真正复兴只差一冠？

本报综合消息 意甲第 36 轮北京时间 5 月 14
日凌晨继续进行，国际米兰主场以2：0战胜已经降
级的切沃，这支传统豪门以66分重返第三名，亚特
兰大以 65 分排名第四。AC 米兰和罗马同积 62
分，排在第五和第六。在最后两轮比赛，国米只需
要再赢一场，就能确保获得前四名，也就是拿到下
赛季欧冠入场券。国米此前遭遇连续三场平局，
对手分别是罗马、尤文图斯、乌迪内斯。

尽管国米获得胜利，但是整体表现并不理想，
关于斯帕莱蒂在本赛季结束就会下课的传闻层出
不穷。斯帕莱蒂的继任者很有可能是孔蒂。

终结三连平，国米返前三

新华社柏林5月13日电（记者刘
旸）德甲第33轮拜仁慕尼黑被莱比锡
0：0 逼平，未能实现提前一轮夺冠。
球队主帅和队员坚信冠军最终属于
拜仁。

在对阵莱比锡比赛中下半场曾
打入一球但被吹罚越位在先、进球无
效的格雷茨卡说：“现在有机会在最
后一轮回到主场夺冠了，在我们自己
的球迷面前庆祝胜利，是再美好不过
的事情了。”

理论上说，最后一轮拜仁只需打
平就可以夺得队史上第28个德甲联
赛冠军。曾夺得三次德甲冠军的门

将乌尔赖希认为平局夺冠不是最好
的结果，“我们要在家门口赢得胜利，
不想依靠什么净胜球夺冠。”

自 1999-2000 赛季后，拜仁从来
没有在主场锁定德甲冠军。后卫聚
勒说：“如果我们提前一两轮夺冠当
然更好，但在主场夺冠，对球迷来说，
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

球队主帅科瓦奇补充道：“有些
事情（夺冠）延期了，并不意味着它不
会发生。我们在主场球迷面前有这
样的机会，相信球员都会激情迸发。
虽然我们只需要1分，但我们仍然渴
望以一场胜利收尾。”

新华社罗马5月14日电 意甲劲
旅罗马队 14 日宣布，球队队长德罗西
将于本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

即将年满36岁的德罗西是土生土长
的罗马人，从罗马青训出道，并在2001年
完成了一线队首秀。在“红狼军团”，德
罗西一步步成长为世界顶级中场，在托
蒂退役之后，德罗西接过了队长袖标。

罗马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本赛季

意甲最后一轮与帕尔马的比赛将是德
罗西在球队的谢幕演出。与此同时，罗
马队还透露，德罗西并不会就此退役，
他的去向将很快公布。

效力罗马队 18 年间，德罗西一共
出场615次，赢得两次意大利杯和一次
意大利超级杯。此外，德罗西还为意大
利队出战117次，并随队赢得2006年世
界杯冠军。

5月13日，
中国队球员刁
琳宇（后右）和
王媛媛（左）在
比赛中拦网。
当日，在瑞士
蒙特勒举行的
2019 年瑞士女
排精英赛小组
赛中，中国队
首 战 以 1 比 3
负于日本队。
新华社记者徐
金泉摄

张玉宁领衔

希丁克公布土伦杯参赛名单希丁克公布土伦杯参赛名单

拜仁将士坚信最后一轮夺冠拜仁将士坚信最后一轮夺冠

罗马确认德罗西将于赛季末离队罗马确认德罗西将于赛季末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