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6117648 6117649 24小时：18935588489 18935589085
报名地址：新华百货超市一楼4号铺面

北京天津双卧7日游 8月11/13/15/17日 派全陪 2500元/人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7游 8月11/13/18/20/25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4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8月14/16/19/20/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400元/人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7日游 8月19/21/2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050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武夷山单飞8日游 散客天天发班 派全陪含接送机 3700元/人
贵州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双飞6日 8月20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100元/人
青岛烟台蓬莱威海大连单飞7日游 8月15/20/27日 派全陪含送机 2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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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15/18/22日 派全陪 3300元/人起
九龙山大水川南由古镇双动3日游 950元/人 青海湖一日游 26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游 650元/人

旅游线路：庐山、婺源、景德镇、武夷山、厦门、鼓浪屿、华安土楼、清明上河园、小宋城、开封府
西宁起止 青海人自己的专列

专列报价：硬卧上铺2880 中铺3380 下铺3680
软卧上铺3880 下铺4680

“幸福西宁号”空调旅游专列十三日游

报名电话：海湖新区 8011111 城东区6338060 城西区 6512805 城南区 6141868
城中区 8250116 城北区6114099 市各大旅行社均可报名

专列开行时间：
2019年9月17日

L-QH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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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元起+北戴河2880元 青岛/大连7日 32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单飞7日3080元 山西五台山6日游2150元
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7月27日） 33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7日（一价全含） 3680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7月27/30） 3180元
贵州双飞6日3100元+桂林9日3800元 桂林双飞6日游2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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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元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湖10日游2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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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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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QH00028

0971-8215618，18797014821， 18997196226
▲空调旅游专列东北三省+北戴河+内蒙13日游（9月1日发） 2780元/人起
▲空调旅游专列环游深度大新疆10日游（9月5日发） 2880元/人起
▲幸福夕阳红空调旅游专列横跨三省江西/福建/河南13日游（9月4日发） 2880元/人起
▲夏令营：1.北京北戴河8日游3180元 2.厦门8日游3580元 3.江南迪士尼8日游3680元

4.昆大丽6日游3280元 5.山东8日游3780元 6.四川7日游2980元 7.湖南6日游3680元
▲青藏游：青海湖/茶卡/祁连/坎布拉、青海境内、青海甘肃环线、西藏连线等价格详
▲周末版：1.沙坡头两日游680元/人 2.冶力关两日游680元/人 3.平凉崆峒两日游780元/人

4.沙漠花海露营之旅两日游（每周六）780元/人 5.小九寨官鹅沟三日游（每周五）880元/人
▲嘉峪关/敦煌3日1980+张掖4日2280或方特4日2280或玉门关/雅丹4日2380元/人
▲香辣重庆武隆6日游2080元/人+贵州10日游4280元/人 ▲稻城亚丁9日游2880元/人
▲广西南宁德天瀑布/巴马长寿之乡/通灵大峡谷9日游（8月1/6/13/20） 2480元/人起
▲北京+天津7日游2580元/人起+北戴河9日游3180元/人起（8月11/13/15无购物自费）
▲贵州黄果树/西江/大小七孔6日游2880元/人起+桂林9日游（8月11/13/15/17/19/20）4280元/人
▲两湖经典湖南张家界/玻璃桥/凤凰6日游3180元+湖北恩施8日游3680元（每周二四六）
▲大连/青岛/威海/蓬莱/烟台7日游（8月12/15/19/22/26带全陪）3280元/人+北京11日游价格现询
▲红色江西井冈山/庐山/三清山或黄山/婺源/景德镇10日游（每周一三五发）3280元/人
▲昆大丽版8日游3380元起 ▲红色遵义6日游3480元/人 ▲贵州梵净山6日游3880元/人
▲暑期华东五市双飞7日游3680元/人+迪士尼4180元/人（8月11/13/18零自费带全陪）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坎儿井/火焰山/吐鲁番8日游（8月12/16/23全陪） 3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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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最美的季节带着你最心爱的人，
品新疆美食、观维吾尔族歌舞、欣赏新疆最美
季节的景色、感受热情好客的新疆各族人民！

“大美青海号”夕阳红新疆空调旅游专列9月5日从西宁火车站发车

中青旅6125888 青藏国旅8296174 铁航国旅8207999 港中旅5111110 华运国旅6331055
康辉国旅 8012676 现代国旅 8243031 西部假期国旅 5166788 巨邦国旅 6155998

硬卧 上铺2880元 中铺3380元 下铺3680元
软卧 上铺4180元 下铺4480元
售铺原则:1人中铺 2人上下铺 3人上中下各大旅行社均可报名

更多境外国内线路请致电6256909 18209789120
地址：西宁康乐十字往东50米（铁航八一路营业部）

L-QH-CJ00012
青海铁航国际旅行社

更多优惠让利进店详谈，我社提供上门服务。
越南芽庄 特价包机1950元 品质版296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直飞 3950元
台湾经典10天 直飞4260元
拉萨布宫羊湖林芝双卧9天 全含3300元
云南瑞丽大理腾冲九乡3飞 特价3400元
青岛大连烟台旅顺 双飞3500元、单飞3100元
全景江南（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宁波、奉化溪口、绍兴+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85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天 全含3050 元
游三峡白帝城神农双人舱7天 2900元
青海湖塔尔寺盐湖莫高窟丹霞月牙泉7天 3000元
北京长城故宫颐和园世博圆单飞 全含班3450元
9月5日空调旅游专列新疆吐鲁番.喀纳斯.天山天池.乌鲁木齐大巴扎.哈密10日 2800元
9月16日：港珠澳大桥.广深珠.香港.澳门.华安土楼.庐山.空调专列13日游 2700元

百事通旅游金旅商务东稍门店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咨 询 电 话 ：13209788049 0971-7733559 1308626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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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头、十二木卡姆、乌鲁木齐、吐
鲁 番 、葡 萄 沟 、火 焰 山 、坎 儿 井 空 调 专 列 10 日 游
硬卧：上铺：2880 元/人 中铺：3380 元/人 下铺：3880 元/人
发团时间：9 月 15 日发团 凭此广告报名者送 688 元大礼

新疆专列 不去新疆非好汉 不去伊利真遗憾

欧联杯资格赛第3轮首回合 8月9日 03:00 卢塞恩 VS 西班牙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8 月 9 日凌晨，西班牙人将在
欧联杯资格赛第 3 轮首回合
比赛中客场迎战瑞士球队卢
塞恩队，武磊的表现将继续受
到中国球迷关注。

8 月 6 日，武磊也不出意
外地进入了西班牙人公布的
比赛大名单，静待比赛的到
来。

在上一轮的欧联杯资格
赛中，西班牙人对阵的是冰岛
球队斯塔尔南，在两回合比赛
中，西班牙人先是主场 4 比 0
大胜对手，随后客场 3 比 1 取
胜，总比分7比1挺进下一轮。

两场比赛，武磊都有出
场，不过遗憾未能取得进球。

在和斯塔尔南的首回合
比赛中，武磊在第 53 分钟替
补登场，完成了自己的欧战首
秀。第二回合则是在下半场
第65分钟替补出场。

卢塞恩队有一个特点，就
是球员身高马大，在报名参加
欧联杯的15名球员中，190公
分以上的球员多达 7 人，而
185 公分以上的球员也有 11
人之多！显然，在高空球方
面，卢塞恩将会给西班牙人带
来不小的压力。

不过，高个球员都有转身

和回追速度比较慢的缺陷，这
正好有利于武磊发挥速度快、
打身后球的优势，所以在欧联
杯第三轮比赛中，面对身高马
大的卢塞恩，武磊反而是西班
牙人的进攻利器，更有可能获
得首发机会，身体灵巧的武磊
也有可能取得进球。

在迎来新主帅后，武磊压
力不小，至少目前主力位置不
稳，他正迫切希望尽快打开进
球账户。

谈到此前拒绝在国旗上
签字被外界广泛称赞的事情
时，武磊说：“当时有球迷拿照
片和球衣让我签字，有一个球
迷可能比较激动，给我递上了
国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
在国旗上签字。”

谈到打主力的问题时，武
磊倒是很淡定，“我理解球迷
们的热情和希望，我希望大家
更理性一点，我会更加努力地
训练和比赛，为中国球迷们带
来更多的胜利。”他说。

另外，根据德国媒体的消
息，目前有 3 支德甲球队科
隆、美因茨和杜塞尔多夫正在
试图引进武磊。据媒体估计
武磊的转会费至少需要 700
万欧元，最高可达 1100 万欧
元。

武磊明晨有望再战欧联杯
体育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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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8月7日,现年40岁
的乌拉圭传奇球员、2010年南非世界杯金球奖得
主——迭戈·弗兰正式宣布挂鞋，就此结束辉煌的
职业生涯。

弗兰出道于阿根廷独立青训营，曾经效力过
曼联、马竞、国米等多支欧洲豪门。2012年，弗兰
结束旅欧生涯，先后效力于巴西国际、大阪樱花等
球队。

弗兰在2002-2004 年间效力曼联，出场98 次
只打进17球，帮助球队赢得了1个英超冠军、1个
足总杯冠军和1个社区盾杯冠军。

2004 年，弗兰转投西甲加盟了比利亚雷亚
尔。在2004-05赛季中，弗兰西甲全勤打进25球，
首次加冕欧洲金靴奖。在黄色潜艇效力3年之后，
弗兰加盟马竞，并在2008-09赛季中第2次加冕欧
洲金靴奖，当赛季他打进35球。在马竞生涯中，弗
兰出场196次打进96球，随队赢得了1座欧联杯和
1座欧洲超级杯。

俱乐部层面，弗兰在各项赛事中一共693次出
场，打进了273球。在乌拉圭国家队中，弗兰出场
112次排名历史第4位，打进36球排名历史第3位。
在乌拉圭足球史上，弗兰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中，弗兰率领乌拉圭队
成为第4名，他个人打进5球拿到金靴奖，并且被
评选为世界杯金球奖。随后弗兰又率领乌拉圭队
赢得2011年美洲杯，这也是他国家队生涯唯一一
个冠军奖杯。

乌拉圭传奇球星

弗兰宣布退役弗兰宣布退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 8 月 7 日晚，2019 年斯诺克
国锦赛展开第三轮较量，中国
一哥丁俊晖迎战梁文博，在这
场中国德比大战中，两位中国
球员鏖战到决胜局，最终丁俊
晖以大比分6：5笑到最后，而
获胜后的丁俊晖将在八强赛
迎战卫冕冠军艾伦。后者 4

场比赛仅丢5局，两人16次交
手，丁俊晖11胜1平4负占据
较大优势。

丁俊晖上赛季严重低迷，
单赛季排名赛最佳战绩仅是
八强。本届国锦赛丁俊晖开
始找到状态，延期资格赛6：5
险胜后，连胜赵心童和肖国栋，
两场德比战状态越打越出色。

决胜局险胜梁文博

丁俊晖八强战对决艾伦丁俊晖八强战对决艾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