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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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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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州东京大阪京都奈良全景7月2（全景9日游）8280元/人 7月9日（双古都8日游）7999/人
俄罗斯双飞10日游7月1日（西宁起止独立成团）特别赠送莫斯科地铁/卡洛明斯科娅庄园 79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六国16日游6月15、26、29日（一价全含） 12900元/人
东欧奥捷斯匈波13日游6月30日16999元/人 7月14日（一价全含）179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无老年附加）6月1/8/10/11/12/13/14/15/20/22/26/日 3980元/人
魅力天门张家界6月20/27/29 2980元/人 7月2/5/9 3499元
凡是参加此行程凭中高考证均可赠送价值398元行李箱一个
贵州纯玩团6月25/28日 2980元/人 华东研学双卧8日游3680元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2080元 新疆双飞8日游2880元/人
贵州+桂林双飞8日游6月12/15/18/20/24/27/日 3280元/人（全程无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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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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四飞八日游 23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十日 3680元
2.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古城双飞六日游 2880元
3.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双飞六日游 20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2680元
4.贵州双飞六日游 2480元+桂林八日32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3480元
5.乌鲁木齐/白沙湖/五彩滩/喀纳斯/天山天池双飞八日游 2380元
6.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双飞六日游2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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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元
8.三亚双飞六日游 21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33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十日 3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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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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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圣保罗6月17日电（记者
陈威华 王集旻）2015 年和 2016 年美
洲杯冠军智利 17 日以 4：0 轻取受邀
参赛的日本队，赢得2019年美洲杯的

“开门红”。主教练卢埃达在赛后表
示，球队凭借此役成功地摆脱了“冠
军综合征”，但是仍然算不上是 2019
年美洲杯的夺冠热门。

智利去年缺席俄罗斯世界杯后
进行了重要调整，这次出征巴西美洲
杯，卢埃达面临巨大压力。在智利队
出场时，现场球迷对每一个被介绍到
的球员欢呼呐喊，唯独对卢埃达报以
嘘声。

首战告捷后，卢埃达压力陡减，
他在赛后的记者会上盛赞自己的球
员：“我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远
远算不上夺冠热门。智利队球员经
验丰富，会打聪明球。他们在一起训
练和比赛多年，互相之间很有默契。

冠军队一开始总是跌跌撞撞，但是我
们为此做了充分准备，避免在这样大
压力的比赛中，被冠军综合征所折
磨。”

在卢埃达眼里，本届赛事的热门
球队是巴西和乌拉圭队，“但我们将
努力实现既定目标，获得一个良好的
名次”。

卢埃达还特意感谢了医疗团队：
“我还要感谢医疗团队在这么短的时
间里就让桑切斯恢复了健康。我们
本来担心他的状态会扛不住，但是他
踢得很好，表现出了国际水准，不仅
自己进了一个球，还贡献了一个助
攻。”

智利此次与乌拉圭、厄瓜多尔以
及日本队分在一组，目前智利与乌拉
圭队以积 3 分、4 个净胜球的相同成
绩，并列小组首位。

新华社马尼拉6月18日电（记者郑昕 夏鹏）菲
律宾男篮主教练杨·奎奥称，队中最可靠的得分后卫
杰森·卡斯特罗很可能由于个人原因无法出战2019
年男篮世界杯。

菲律宾男篮 17 日起正式针对本届男篮世界杯
展开备战。在首练中，人们并没有看到32岁老将卡
斯特罗。奎奥称，卡斯特罗出于个人原因没有参加
此次集训，他也很可能错过在今年的世界杯。

“这次集训之前，卡斯特罗向我坦陈了情况，我
对此表示理解。因为我知道他已经为国家队牺牲了
太多，我相信没有人会指责他。”他说。

奎奥没有向媒体说明卡斯特罗的个人情况具体
为何。“我认为他才是适合对外说出原因的人选，我
无权越俎代庖。”他说，“我不能回答他的私事。”

作为菲律宾男篮参加2014年世界杯的主力，卡
斯特罗登场四次取得了场均6.5分和1.2个助攻的数
据。在本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上，他因卷入与澳
大利亚队的赛场斗殴风波被国际篮联禁赛三场，解
禁复出后在最后两轮生死战中表现出色，为球队搭
上前往中国的末班车立下汗马功劳。

作为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卡斯特罗仍然被寄
予厚望，奎奥也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希望他可以
回归球队，但最终的决定权在卡斯特罗手上。一旦
他要回来，国家队的大门随时敞开；如果他坚持自己
的意见，我们也会尽快找到替代者。”奎奥说。

菲律宾男篮备战世界杯的征程才刚刚开始。由
于该国的男篮职业联赛（PBA）尚在进行之中，人员
不整的国家队目前只安排每周两练，直到8月初才
会组队飞赴西班牙参加一系列热身比赛，以适应与
欧洲高水平球队的对抗节奏。

在本届男篮世界杯，菲律宾与塞尔维亚、意大利
和安哥拉队分在D组。

新华社柏林6月17日电 拜仁慕尼黑体育主管
萨利哈米季奇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转会
市场上还希望完成一些交易”，这预示着拜仁今年夏
天还将继续引援。

截至目前，拜仁已经确定了三笔引援交易。马
竞后卫赫尔南德斯（23岁）以8000万欧元的身价加
盟。俄罗斯世界杯冠军球员、法国后卫帕瓦尔（23
岁）在上赛季还未结束时就已确定从斯图加特转会而
来，转会费为3500万欧元。此外，年仅19岁的德国锋
线新星阿尔普以3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拜仁。

萨利哈米季奇说：“在转会市场上我们要有耐
心，要等候，要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此前，拜仁
高层已经数次公开表示，希望得到曼城的德国球星
萨内，但俱乐部主席霍内斯对此也表示了一些疑虑：

“这笔转会交易的费用将是个疯狂的数目。”
此外，拜仁也希望为后腰位置寻找一名球员。

据《踢球者》消息，拜仁已经同马竞就22岁西班牙国
脚罗德里格的转会可能性进行了接洽，预计转会费
在7000万欧元左右。

霍内斯此前已经宣布今年夏天将在转会市场上
采取进攻路线：“我们刚刚开始球队年轻化的进程。
这将是拜仁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计划。”

通常德甲夏季转会期截至8月31日。但由于当
天正值周六且为德甲比赛日，德甲联盟因此将转会
窗口结束日期延后两天至9月2日。

又讯 多特蒙德俱乐部18日宣布，与球队主教
练法夫尔续约一年，合约期延续到2021年。

多特蒙德将于8月3日迎来对垒拜仁的德国超
级杯比赛，两周之后新赛季德甲联赛也将拉开战幕。

新华社宁波6月18日电（记者夏亮）世界
女排联赛北仑站首场比赛完胜即将在东京奥
运会资格赛上相遇的德国队后，中国女排主教
练郎平显得很平静。在她看来，队员们通过比
赛提升配合的同时，在处理球的小技术上仍需
提高。

尽管队长朱婷高挂免战牌，本场比赛中国
女排并未遭遇到太大的挑战。除了首局比赛
中段，德国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一度将比分
追平外，剩下两局中国队在第二次技术暂停时
便早早确立了较大领先。

从赛后的技术统计来看，中国队在大部分
数据上均处于领先，尤其是在拦网、发球和利
用对手失误得分方面，中国队都占据了压倒性
优势。不过在进攻方面，中国女排却和德国队
持平。

“我们知道德国队的整个战术非常有条
理，因为攻防拦比较顽强。我们要提高处理球
的小技术，本场比赛中一些比较容易得分的
球，我们处理得还是不够理想。”赛后郎平说。

尽管从实力上来看，无论是德国，还是接
下来将要面对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都很难真
正威胁到中国女排，但在郎平看来，队员们还是
应该珍惜这样的比赛机会。“我们还是有很多需
要提高的地方，希望通过北仑站的比赛，继续向
对手学习，不断提高自己。”郎平说。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8日，据多家欧洲
媒体透露，前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被法国警方拘留，
协助调查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主办权中涉及的腐
败问题。

2015年5月7日，多名国际足联官员和营销高管
被瑞士和美国警方逮捕，国际足联贪腐丑闻终于被
揭开了“冰山一角”。在这其中，布拉特和普拉蒂尼
的窝案浮出水面。

随后国际足联在2015年12月21日正式发布声
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和时任欧足联主席普
拉蒂尼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8年（随后减为4年），并
分别处以50000瑞士法郎（约合46275欧元）和60000
瑞士法郎（约合53662欧元）的罚款。

在国际足联丑闻曝光后，布拉特等人就一直活
在外界的质疑中，为此他在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仅仅
五天后，就选择了辞职，而他也一直将矛头对准普拉
蒂尼。

布拉特在接受俄罗斯塔斯社采访时爆出猛
料——国际足联执委原本打算分别由俄罗斯和
美国举办 2018 年和2022年世界杯。

但布拉特表示，前法国总统萨科齐和时任卡塔
尔王子在与普拉蒂尼共进午餐后进行了会面，自那
之后，一切发生了改变。

在布拉特看来，是普拉蒂尼以及在两届世界杯
举办权投票过程中的失败方英格兰、美国，造成了国
际足联的不利局面。

此外，普拉蒂尼被怀疑在2011年收取布拉特支
付的 200 万瑞士法郎（约 130 万英镑）“不忠报酬”。
根据瑞士的法律，“不忠报酬”是指这笔费用损害了
雇主的权益，在此案中是指损害国际足联的利益。

随后普拉蒂尼被“禁足”4年，他的国际足联主
席梦想也就此破碎。

对于这位在欧足联“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前韩
国足协主席郑梦准就表示普拉蒂尼也是腐败系统的
一分子。

“对于普拉蒂尼而言，推进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是
非常困难的，普拉蒂尼享受当前国际足联体制的支
持，普拉蒂尼先生是当前这个系统的产物。”

前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被拘留

本报综合消息 在17日进行的女
足世界杯B组最后一轮较量中，中国
女足战平西班牙从而确保16强席位
后，中国女足姑娘们相拥而泣。不仅
仅是女足队员，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
的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也罕见地流
下了眼泪。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在数据上全
面处于下风。西班牙队全场共有 24
脚打门，并有9脚射正，但依靠众志成
城的防守，中国女足拼来了宝贵的一
分，从而以4分获得出线权。

贾秀全说，他深知球员们在过去
一段时间以来的压力，看到姑娘们在
场上顽强的作风，他备受鼓舞。“比赛
很艰难，姑娘们顶住了压力，球员的
压力我最清楚。她们嘴上不说，但心
里想什么我很明白。我们看到了和
欧洲强队的差距，大家要付出200%的
努力，才可能不被拉开距离。这场比
赛，拿下1分，说明我们还有和世界级

强队交手的希望，被姑娘们拼搏不放
弃的精神所感动。”

打完小组赛，中国队迎来了难得
的休整时间。贾秀全透露，球队将利
用这段时间进行各方面的恢复。他
说：“未来几天球员将进行伤病和体
能的恢复。球员们原来的体能储备
不错，但一些无谓的压力让她们消耗
了更多的体能。一些上场时间少的
球员要系统训练，为之后的比赛做准
备。王珊珊扭伤比较严重，但估计没
有大问题。”

与此同时，贾秀全也表示，世界
杯三场小组赛下来，他对中国女足未
来的前进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三场比赛，在背负这么大压力的情
况下，球队按照计划目标一步步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提升和进步。对于
下一步的目标，下一步该怎么踢，我
们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比赛结束
后也会认真总结。”

郎平：

处理球的小技术仍需提高
今日 19:30 中国女排VS保加利亚女排

贾秀全解释赛后流泪原因

卢埃达：智利逃脱了“冠军综合征”
今日 08:30 巴西VS委内瑞拉

菲律宾主力得分后卫

恐无缘男篮世界杯
男篮热身赛 今日 19:30 中国VS澳洲NBL联队

拜拜仁仁

夏季引援工作远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