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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戴河狂欢赶海研学双卧8日游 6月20/23/26/30日 派全陪 3700元/人
青岛研学双卧8日游 7月6/20日 派全陪 3800元/人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日游 6月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2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6月18/19/25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200元/人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7日游 6月17/19/24/2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700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游 6月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250元/人
贵阳桂林双飞8日 6月 18/20/24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100元/人
青岛烟台蓬莱威海大连双飞6日游 6月17/19/2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800元/人起
天山天池吐鲁番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双飞8日 6月20/24日 含接送机 3200元/人
布达拉宫大昭寺林芝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卡定沟双卧9日游 6月22日 派全陪 3200元/人起
恩施大峡谷腾龙洞土司城清江大峡谷野三峡女儿城双飞6日游 6月20/22/27日派全陪含接送机 3200元/人
九龙山大水川南由古镇双动2日游 760元/人 官鹅沟遮阳山鹅嫚沟哈达铺汽车3日游 880元/人
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花海汽车2日游 580元/人 西安双动4/5/6日游 1480元/人起
青海湖一日游 22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 550元/人

国内游

地址：南大街17号（宏觉寺街口）联系电话：0971-8213999 8225565

L-QH-CJ00003
畅游人间美景选择西海国旅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880元/人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 2980元/人
长沙/韶山/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日一价全含 2980元/人
新疆双飞8日游 2980元/人
南京/苏州/杭州/无锡/上海双飞6日 2480元/人
北京天津双飞6日 2480元/人
青岛/威海/蓬莱/烟台/大连双飞6日 2280元/人
贵州双飞6日游 2480元/人

台湾环岛八日游 4480元/人
日本本州大全景精华八日游 6580元/人
东欧大全景十三日游 14999元/人
西欧四国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十三日游 16499元/人
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安道尔十三日游 22800元/人
北欧四国双峡湾、俄罗斯十三日游 14600元/人

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金环小镇9日游 5980元/人
五星普吉岛七日游 4999元/人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十二日游 5999元/人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二日游 4999元/人
澳大利亚、新西兰、墨尔本十二日游 9800元/人
美国大全景东西海岸+大瀑布+黄石等四大公园十九日游 11999元/人

出境游

十九年海天旅行社
L-QH-00032 24 小 时 特 价 咨 询 6111116 13897252544

更多省外路线及省内周边游电话咨询 所有线路均上门接送带全陪
总社地址；城西区五岔路口燃气公司旁21世纪大厦13楼城北；【小桥医院】
向北十字路口农行对面5506386 湟中；县广电局门口0971-2229011
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服务/赠送双肩包

北京+天津6日2300元起 研学游3300元 青岛/大连双飞6日 2080元 研学游370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双飞日1850元 江西庐山/景德镇8日游2250元
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6月17/19/25） 23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7日（一价全含）（6月 16/18/23） 2400 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6月17） 2680元
贵州双飞6日2380元+桂林9日3100元 山西五台山6日游2150元
四川成都双卧6日纯玩1880 元 重庆三峡6日游2180元 重庆+成都7日游2080元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双卧9日游2800元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湖8日游2380元
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2日游580元 青海湖1日/2日/3日/6日游15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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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32326 18997263362

★北京+北戴河“夏令营”双卧8日游 3280元 单飞3680元
★华东六市双飞7日游2480元 +升级迪士尼3080元
★华东“夏令营”研学双卧8日游3680元 双卧9日游3980元
★青岛“夏令营”研学赶海双卧8日游 3780元
★福建“夏令营”研学双卧8日游 3280元
★张家界双飞6日游2780元 “夏令营”3980元
★贵阳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双飞双动8日游 3280元
★山西+皇城相府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8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2380元

出境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 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厦门+宫古岛双卧豪华游轮10日游 3180元
★厦门+冲绳岛+八重山双卧豪华游轮11日游 3680元
★越南芽庄亲子8日游 4980元
★泰国普吉岛8日游 3680元
★日本本州亲子10日游 9980元
★日本+韩国连线10日游 10280元
★东欧5国（奥匈捷斯波）全景12日游 13900元
★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荷兰13日游（一价全含）13999元
★英国+爱尔兰13日游 18999元
★北欧四国+俄罗斯+爱沙尼亚13日游 1570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 14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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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QH-CJ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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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木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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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阳红”新疆深度游“空调”专列8月1日左右震撼开行！火热报名中! 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18997263365
喀纳斯、天山天池、伊宁、霍尔果斯口岸、赛里木湖、薰衣草庄园、那拉提大草原、哈密、回王府、
乌鲁木齐、吐鲁番空调专列10日游
空调硬卧：上铺2980元 中铺3480元 下铺3980元 空调软卧：上铺4280元 下铺4680元

“夕阳红”东北深度游“空调”正班火车6月26日左右震撼开行！火热报名中!
A线：哈尔滨、海拉尔、根河、满归、漠河、北极村、长白山、沈阳13日游

空调硬卧：上铺3980元 中铺4280元 下铺4580元
B线：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阿荣旗、长白山、沈阳13日游

空调硬卧：上铺3380元 中铺3680元 下铺3980元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6月14日 03:00 中国女足 VS 南非女足 CCTV5

新华社巴黎6月11日电(记
者岳东兴 马邦杰 岳冉冉)两天
后面对 B 组中实力最弱也是首
次参加世界杯的南非队，综合实
力和世界排名均高于对手的中
国女足，将会把全取三分作为唯
一目标，这样才能在晋级 16 强
的出线之争中重新找回主动权。

在首轮0：1惜败德国队后，
由于同组的西班牙队 3：1 完胜
南非队，中国队必须在当地时间
13 日晚的比赛中，赢下这个最
有把握击败的对手，才能缩小与
领跑的欧洲球队间的差距，从而
在最后一轮力拼排名高于自己
的西班牙队，以争夺小组出线
权。

从首场与德国队交锋情况
看，虽然两届世界杯冠军在 90
分钟占据上风，但坚决采用防守
反击战术的中国队，却在上半时
创造出三次有可能决定比赛走
势的破门良机，只可惜未能转化
为进球。不过，中前场球员张
睿、古雅沙和王珊珊之间灵巧快
速的穿插跑位和二过一配合，展
现出了球队进攻组织的简练和
娴熟，或许将是攻破南非队大门
的关键。

此外，中国队在德国队全场
18次射门的攻势下，仍然可以保
持防线的稳定和三条线的紧凑，
展现出较高的战术纪律性以及
足够顽强的韧劲，这让球队有信
心能够“零封”南非队的攻击线。

不过，从首战失利所要吸取
的教训看，中国队仍然要注意以
下方面：首先，在三名前锋和一
名边后卫都得到黄牌后，这些主
力球员都要注意动作，避免再领
到黄牌，否则将会影响最后一场
小组赛；

其次，在射门时机把握上，
跑出机会的队员们要更为坚决
一些，并可以在合理位置上适时

增加第一场几乎看不到的远射，
才能更多威胁对方球门；

第三，由于对手实力无法和
德国队相比，中国队还是要敢于
控球，在中场加强控制力，从而
才能将比赛带入自己的节奏，同
时限制对手的长处。

南非队从首战表现看，延续
了非洲球队的特点，比如身体强
壮、速度快、有冲击力等。球队
的两位关键球员分别是头号射
手克加特拉纳和中场核心莫特
哈勒。其中，前者在首战打入一
粒精彩的远射，这也提醒中国队
员们要在禁区弧顶一带对她多
加留意。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
球员今年 3 月刚刚加盟北控女
足，将参加新赛季的中国女超联
赛。同在这家俱乐部的女足国
脚古雅沙、刘杉杉等球员，想必
对她们将会有针对性的战术建
议。

从以往非洲球队的技战术
特点看，她们战术素养不如欧美
球队稳定，一旦踢不顺可能会自
乱阵脚，但如果给她们过多拿球
空间，同样可能越踢越兴奋而带
来“突施冷箭”的风险。因此，中
国队如能在关键的上半时控制
住比赛节奏，压制住对方的优
势，将有望逐步消磨对手的信心
和斗志，从而创造出破门机会。

在关键的中前场控制力上，
主教练贾秀全在上场比赛中曾
希望让全队唯一效力于欧洲联
赛的王霜能发挥串联组织作
用。不过近期状态并非最佳的
王霜还没有展现出在“大巴黎”
的全部实力。对于外界的一些
不客观言论，王霜也在 10 日给
出正面回应，表明全队目前气氛
融洽，充满凝聚力。这样积极的
团队氛围，将有助于王霜更好融
入全队战术体系，也有望激发出
球队更大的能量。

中国女足明战南非全力争胜
本报综合消息 由于已经提前锁定了40强赛

种子席位，且中超本周末将重燃战火，昨晚中塔之
战更重要的目的是让里皮磨合新阵、考察新人。两
场比赛下来，除了第三门将张鹭和“助教”郑智之
外，其他球员悉数得到里皮的使用，里皮也先后试
用了4141、343、541、433等多种阵形。

毫无疑问，目前的国足正处新老交替的历史阶
段。从球队的稳定发展考量，里皮对中后场的“换
代”改造力度暂时较大。尽管两场都赢了球，但国
足的进攻暂时并没让人看到太大起色。

里皮在中塔之战采取了3中卫的541新阵，首
次让“00后”朱辰杰首发。结合两场比赛来看，高准
翼和朱辰杰未来一定是国足两个中卫的重要人
选。从前锋改打中卫的于大宝则两场只得到20分
钟左右的考察机会。

王刚、李磊两名国安球员的加入，令国足两个边
后卫的速度得到提升，明显增加了助攻火力，杨旭的
进球正是来自王刚的助攻。中场方面，李可的加入
令国足的防守硬度和覆盖面积明显增加，池忠国也
保持了奔跑拼抢积极的特点。本赛季国安是中超丢
球最少的一队，从国足的实战来看这并非偶然。

让里皮费脑筋的依然是进攻端。蒿俊闵、吴
曦、张稀哲这样的三角组合暂时是里皮的中场首
选，蒿俊闵接过了郑智的队长袖标，也顶替郑智扮
演了中场节拍器的角色；吴曦攻守兼备且有前插得
分能力；张稀哲有输送威胁球的能力；他们三人同
时在场至少可以令国足在面对亚洲中游球队时拥
有控球优势。在吴曦和张稀哲相继下场之后，国足
的中场明显缺乏控制力，结果一度被塔吉克斯坦队
压制。李可在防守得到认可的同时，在进攻端上还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量。

里皮在锋线上本来要重点考察“韦世豪-张玉
宁-杨立瑜”的三叉戟，但韦世豪因伤退出、张玉宁
也因伤只打了60多分钟，杨立瑜更是两战仅上阵
30分钟。相比之下，老将杨旭成为首选的单前锋，
虽然打进一球，但要想指望他担任攻城拔寨的重任
显然并不现实，武磊、郜林依然是里皮心目中的锋
线主力人选。

6月战役结束之后，里皮和他麾下的国足将直
指9月份的40强赛。国足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锋
线的火力？里皮还将继续探求这道考题的答案。

国足换血国足换血：：守易攻难守易攻难

意大利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意大利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进球。。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今日 20:00 中国 VS 美国 CCTV5

9连胜！中国女排击败土耳其

本报综合消息北京时间6月12日晚，2019年世界女排
联赛中国江门站次轮角逐全部结束。对阵仅输1场领跑诸
强的土耳其，中国女排的队长朱婷虽未首发，但她在首局局
末短暂替补两度贡献关键分，力助本队3：0完胜闯关，赢得
世界联赛预赛9连胜，三局比分为26：24、25：19和25：21。

欧预赛强队集体过关欧预赛强队集体过关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进行了欧洲杯预

选赛的4场比赛。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四支欧洲劲旅
都顺利拿下胜利。

其中德国队的胜利最为酣畅淋漓——球队8：0狂胜爱沙
尼亚。同时门将诺伊尔在本场比赛后也超越迈尔，创造了37
次零封的德国门将纪录。

德国队在上半场就取得了5比0的领先，除了梅开二度
的罗伊斯和格纳布里外，萨内、戈雷茨卡、京多安，以及替补
出场的韦尔纳也都收获了进球。

而在其它几场比赛中，也出现了大比分。法国队客场4：
0大胜安道尔，姆巴佩和托万同时贡献了1传1射，球队也靠
着这场胜利夺回了小组第一。比利时队3：0完胜苏格兰，迎
来了四连胜。卢卡库梅开二度，德布劳内打入进球。意大利
队则是艰难完成逆转，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2：1击败了波
黑，迎来欧预赛四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