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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第22轮昨日战报
江苏苏宁3：0河南建业
8月14日
19:35 北京人和VS河北华夏幸福
19:35 深圳佳兆业VS广州富力
8月15日
19:35 大连一方VS北京国安
19:35 武汉卓尔VS山东鲁能
19:35 天津天海VS上海申花
19:35 广州恒大VS重庆斯威

欧洲超级杯
8月15日 03:00

利物浦VS切尔西 CCTV-5

西宁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8月5日

0.45
0.3

尚未上市
1.2

尚未上市
0.925

8月6日

0.45
0.3

1.2

0.95

8月7日

0.45
0.325

0.94

8月8日

0.47
0.35

0.94

8月9日

0.45
0.375

0.92

8月10日

0.34
0.35

0.96

8月11日

0.34
0.35

0.96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19年8月30日起发行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50元、20元、10元、1元纸币和1元、
5角、1角硬币（以下简称新版人民币）。为确保新版人
民币顺利发行，保证货币流通领域社会商用现金接受
设备有效识别新版人民币，保障现金持有者合法权
益，中国人民银行已分别于2019年5月10日、8月6日
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9]第6号、[2019]第14
号），组织具有人民币自动鉴别功能的社会商用现金

接受设备生产企业参加设备升级测试。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现告知社会商用现

金接受设备用户积极联系设备生产或销售企业推动
对在用设备进行升级，确保发行日后机具识别新版
人民币。具体包括商用点验钞机、自助售货机、自助
售票机、自助缴费机等。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
2019年8月14日

社会商用现金接受设备需升级确保机具识别新版人民币
近日，农行江苏分行、青海分行携手

“助学圆梦”捐赠仪式在农行青海分行举
行。据了解，此次捐赠活动，农行江苏分行
跨越2000公里远赴青海，现场捐赠现金共计
30万元，向2所贫困学校和40名贫困大学生
传递了爱心，解决了贫困学校基础设施建设
和贫困大学生学费支出方面的实际困难。

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协作，凝
聚服务脱贫攻坚合力，积极履行农行社会
责任，发挥金融机构优势，以支持贫困农
牧民脱贫致富为核心，以实现贫困地区经
济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切实加大金融服务
脱贫攻坚力度，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助
力扶贫。

新华社柏林 8月 12 日电
前荷兰国家队中场核心斯内德
12日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球员
生涯。

在访问自己家乡的乌得勒
支俱乐部的时候，斯内德对外
宣布了这一决定。在接受荷兰

媒体采访时，这位35岁的球星
说：“我的足球生涯结束了，这
是最终的决定。”

斯内德保持着为荷兰队出
场134次的纪录。他与罗本、范
佩西等被誉为荷兰足球的黄金
一代，曾经在 2010 年世界杯中

获得亚军，在 2014 年世界杯中
名列第三。

在俱乐部层面，斯内德曾在
2010年随国米夺得欧冠联赛冠
军。此外，他还曾在荷兰、西班
牙、意大利和土耳其的联赛中获
得过冠军。

新华社柏林8月12日电
（记者刘旸）12日，新赛季德国
杯首轮展开角逐，拜仁慕尼
黑、多特蒙德等强队不出意外
地顺利晋级，美因茨、奥格斯
堡两支德甲球队被低级别联
赛球队逆袭淘汰。

德国杯首轮竞争以多特
蒙德2：0战胜德丙球队于尔丁

根开始，以拜仁 3：1 战胜德丙
球队科特布斯收尾。罗伊斯
与帕科分别为多特蒙德打入
一球。莱万、科曼和格雷茨卡
分别为拜仁取得进球。大部
分德甲球队在首轮都取得胜
利，但美因茨和奥格斯堡被低
级别联赛俱乐部掀翻。

德甲球队霍芬海姆险些

在与德丙球队维尔茨堡踢球
者的较量中“遭遇意外”。常
规时间双方战成 2：2，加时赛
战成 3：3，最终霍芬海姆在点
球大战中 5：4 战胜对手，惊险
晋级。此外，两支德甲升班马
帕德博恩和科隆也都是通过
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入第二
轮。

本报综合消息 上周末，新赛季英超
联赛首轮赛事打响。在刚刚结束的这个
转会窗口投入前八的球队中，只有阿斯顿
维拉输球，看上去金元依然拥有它的魔
力。而据统计，今夏20支英超球队总投入
达到14.1亿英镑，历史上仅次于两年前的
14.3亿英镑，这也是英超连续四年投入超
越10亿英镑。事实上，今夏英超净支出只
有6.25亿英镑，这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数
据。反倒是西甲在距离转会窗口关闭还
有半个多月的情况下已经烧掉了11.2亿
英镑，历史上首次突破10亿英镑大关。

这样的开支比例差距下，难道欧洲
转会格局即将变天？

一个持续一个持续““下下降”的英超

虽然英超依然被认为拥有最强的财
力和购买力，但无论是《转会市场》还是
德勤给出的数字都显示，他们的净支出相
比去年同期有很大的下跌幅度。《转会市
场》的数据是从10.19亿英镑到7.74亿英
镑，下降24%；德勤的数据从8.5亿英镑到
6.25亿英镑，下降26.4%。而且英超的转
会窗口已经关闭，但是依然有其他联赛的
转会窗口处于开放状态，这意味着英超的
净支出这一项数据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净支出骤降的最大贡献者，还是英
超最财大气粗的六强俱乐部。但是2019
年夏天，他们六家俱乐部的净支出加起
来只有约2.41亿英镑。由于在未来三周
这个数字可能会持续走低，所以英超六
强今夏的净支出总和将很有可能是2012
年夏季转会窗口以来的最低点。

成绩好成绩好，，所所以不买人

为什么英超较以往显得克制了一
些？按照道理来说，上赛季欧战的出色
表现会给英超球队带来大笔的奖金收
入，以及随之而来更丰厚的商业赞助收
入，加之今夏较往年有更多大牌球员流
入市场，这应该是一个更疯狂的夏季。

上赛季欧冠和欧联杯决赛的四支球
队全部来自英超，竞技层面的表现让他
们相信手上的人员就是最好的，即便需
要调整也是查漏补缺，与其花费大价钱
买来可能影响球队化学反应的大牌，不
如以不变应万变。

除了这个可能存在的原因之外，一
些足球业内人也做了分析。俱乐部往往
会在战绩不佳、需要重建或者新帅上任
（获得转会预算保证）的时候花费大笔资
金，但对于曼城、利物浦、热刺这样的英
超豪门来说当下没有这样的迫切需求。

剩下的曼联以他们以往的标准来看
非常保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确定索
尔斯克亚是否是个长期的解决办法；至
于阿森纳，虽然投入加大，但球队一直以
来的经营策略让他们绝不可能只进不
出，最终通过卖人以及分期付款等方式
又将转会净投入大幅缩减。

作为过去多年净投入仅次于曼城的
切尔西，他们不巧遭遇了转会禁令，眼见
无法补强，干脆把希望寄托在队内的年

轻人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英
超六强乃至整个英超的消费能力。当
然，英超豪门的收敛也可能与老板们的
长远打算有关。

在英超过去的三个赛季中，球员工
资增长要比球队收入增长更快，在工资
直线增长几年之后，俱乐部老板有理由
怀疑，英超的“疯狂期”是否已经该结束
了。阿森纳、利物浦、曼联和热刺的老板
都是想在长线赚钱的商人，切尔西和曼城
在这么多年的挥金如土之后也在转变思
路，这些俱乐部现在都支持财政公平政
策：减少支出并增加了利润，那么在现有
工资合同必须执行的情况下，最直接的省
钱途径就是在转会市场上减少开销。

学习英超模式学习英超模式，，西甲终于有钱了

看上去在财政层面，这是英超六强
理性消费、头脑冷静、眼光长远的一个转
会窗口，但就竞技来说，他们也可能错过
了一个囤积更多才华、巩固他们的实力
登上更高顶峰的机会。

与英超相比，今夏西甲表现出了更
强烈的购买欲，皇马一家俱乐部就花费
了超过3亿英镑。此外，西甲还包揽了单
个球员转会榜单的前三甲，分别是菲利
克斯的1.26亿欧元、格列兹曼的1.2亿欧
元和阿扎尔的1亿欧元。

和英超源于成绩出色而放慢引援速
度相似，西甲现在的扩军备战和上赛季
欧战不利显然有所关联，他们被英超刺
激到了。不过支撑西甲在转会市场上大
出风头的依然是金元，德勤的博尔表示，
西甲电视转播收入分成的激增可能是今
夏西甲球队资金充足的主要原因。

直到 2015 年，西甲俱乐部都是独立
售卖电视转播权，而之后一项新法律的
通过使得他们转而采用英超自1992年以
来使用的集体售卖模式。

同样来自德勤的蒂姆·布瑞吉评论
道，“一直以来西甲俱乐部都在开销上受
到了严格的监管，现在他们可以开始在
转会层面进行竞争，尤其是和英超竞
争。”

英超2019-2022周期的新转播合同每
赛季价值30.7亿英镑，相较之下西甲只有
18.3亿英镑，但是巴萨和皇马的西甲联赛转
播收入受到2015年皇家法令的保护，因此
他们将获得至少1.28亿英镑的收入，仅比
2018-2019赛季英超前六名的收入少。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过去转
播收入没有提升的情况下，西甲的皇马
和巴萨就有过疯狂投入，现在自然变本
加厉。同样，在收入增加的同时，考虑到
西甲三强都处在一个需要更新换代的节
骨眼，这让他们更不想错过这个大鱼云
集的转会窗口。

客观地说，目前西甲在转会没有结
束的情况下，总投入和净支出都还不及
英超，但在军备竞赛上有望压倒英超的
苗头已经逐渐显现。

何况，内马尔多少钱转会哪里，还不
知道呢。

英超西甲谁是最懂花钱的联赛

德国杯首轮：拜仁、多特蒙德顺利晋级

前荷兰队中场核心斯内德宣布退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8月14日19时35分，2019
赛季中超联赛第 22 轮继续
展开较量，上海上港在主场
对阵天津泰达。卫冕冠军上
港如今已遭遇联赛四连平，
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三的上港
已与领头羊恒大有了8分的
差距，上港的当务之急是提
振士气，以期在最后几轮比
赛中能够拿出好的成绩，向
冠军发起冲击。赛季中期，

上港确实展示出了不俗的统
治力，但在埃尔克森出走后，
阿瑙托维奇的加盟以及胡尔
克的受伤，让上港变得缺乏
稳定性，整体呈现出了滑坡
态势。上一轮客场被富力逼
平，正是上港近期状态的缩
影。本轮主场面对泰达，眼
下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上港再
犯错，止住颓势，继续对冠军
发起冲击才是上港全队所需
要考虑的。

今日，上港誓在主场力擒泰达
今日 19:35 上海上港VS天津泰达 CCTV-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