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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力盟步行街 3-8 号（旅投铁航国旅五四大街步行街营业部）
电话：5208026 5204026 19809740878 18935589085 13997159223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7游 9月15/17/22/24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999元/人起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9月14/15/16/17/18/19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999元/人起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9月17/18/19/21/24/2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600元/人
桂林北海海南双飞11日游 9月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000元/人
欧州四国德法意瑞13日游 10月16/20/27日 一价全含无自费无小费 138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9月24日 10月9/15/23日 2980元/人
日本本州温泉9日游 10月3/10/16/17日 6980元/人
台湾环岛9日游 9月25日 3780元/人（特价） 9月30日6380元/人
芽庄海岛双飞8日游（西宁直飞芽庄） 9月28日 3980元/人起 10月1日4580元/人起

永畅国旅 专业 友善 用心
L-QH-100103

温馨提示:想了解更多线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马蹄寺，七彩丹霞，额齐纳旗胡杨林品质汽车4日游 9月26日2580元/人+居延海日出/策克口岸5日游9月26日2980元/人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游 3580元 三亚双飞6日游 2780元 海口双飞6日游24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 29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双飞10日游 3580元
●黄果树.大小七孔.西江.织金洞.青岩古镇双飞6天2780元+桂林双飞9日游 3480元
●喀纳斯,禾木,胡杨林,天池,坎儿井,火焰山,五彩滩,吐鲁番(一价全含) 3980元起
●张家界袁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天门山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2980元起

电话:0971-4297965 4297955 13897282268
地址: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7号创业大厦B座3楼3013

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百事通旅游金旅商务东稍门店
咨 询 电 话 ：13209788049 0971-7733559 13086268211

1、江西庐山、景德镇、婺源、广州、厦门鼓浪屿、土楼、南普陀寺、广西桂林、阳朔、湖南韶山
空调旅游专列14日游10月20日左右发团上铺3180元/人 中铺3580元/人 下铺3880 元/人

2、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八日游10月1/2日发团 3880元/人
3、云南西双版纳万达狂欢双飞六日游10月1/2日发团 3880元/人
4、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上海双飞六日游10月1/2日 3680元/人
5、张家界袁家界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六日游10月2日 3880元/人
6、张掖嘉峪关额济纳敦煌深度动车六日游十一天天发 3680元/人
凭此广告19号前报名以上线路者立减200元/人

夕阳红专列 国庆期间国内特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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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2200元起+北戴河2880元 青岛/大连7日 2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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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27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7日（一价全含） 1980元
贵州双飞6日1299元+桂林9日3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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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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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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8215618，18797014821， 18997196226
▲青海旅游专列江西/福建/河南三省13日游（9月17日左右发） 2880元/人起
▲周末游：沙坡头两日游680元/人 冶力关两日游680元/人 崆峒山平凉两日游780元/人
▲陇上小九寨绝美官鹅沟/哈达铺/遮阳山/鹅嫚沟三日游（每周五发无购物无自费） 880元/人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沙湖/沙坡头/镇北影视城/贺兰山岩画4日游（一价全含） 1380元/人
▲开学季特价贵州黄果树/西江/小七孔/青岩/苗岭6日游（9月11/13/15/17/19日） 1880元/人
▲昆大丽版8日游（9月15日之前）1980元/人起 ▲华东7日游（9月10/15）1980元/人
▲两省七地南昌/泰宁/厦门土楼/泉州/武夷山/婺源双飞8日游（9月9/15） 2380元/人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2380元/人 +北京/天津11日游（9月10/13/15/17全陪）4180元/人
▲黄山/宏村/婺源/屯溪老街6日游2580元 +千岛湖/西湖7日游（9月9/11/16）3880元/人
▲湖南张家界/宋城/黄龙洞/天门山/苗寨/凤凰6日游（9月10/12/14/17全陪） 2780元/人
▲湖北恩施/清江/石门河/狮子关/土司城/女儿城6日游（9月10/12/14/17日） 2880元/人
▲双贵桂贵州黄果树/西江/小七孔+桂林漓江双飞9日游（9月10/12/14日零自费） 2880元/人
▲江西南昌/井冈山/庐山/三清山/婺源/景德镇10日游（9月11/16/18/23/25） 3280元/人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坎儿井/火焰山/吐鲁番8日游（9月10/12/14/17/19） 3580元/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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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马尼拉9月11日电（记者郑昕 袁梦
晨）菲律宾男篮主教练奎奥 11 日正式宣布辞
职，称自己要为球队在男篮世界杯上的惨败负
上全责。

“鉴于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我和这个国
家的所有球迷一样感到失望不已。”奎奥在当日
发布的声明中说，他由衷感谢在他担任主教练
期间为球队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球员们。

“我为自己曾经担任过菲律宾男篮主教练
而感到骄傲，我也把率队参加世界杯看作我执
教生涯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他说。

名将布拉切领衔的菲律宾队在本届世界杯
上表现糟糕，不仅五战全败还净输147分，最终
名列全部 32 强的倒数第一位。奎奥在声明中
表示，他很遗憾没能带领球员打出更好表现，因
此要为竞技体育的残酷结果负上全责。

“我既然曾经敢于接受挑战，那么现在自己
就该为一切后果负责。”奎奥在声明中说。

奎奥于2018年走马上任，带领球队在亚运
会上取得第五名，随后又惊险取得一张世界杯
正赛门票。

“我的辞职是为了给菲律宾篮协腾出空间
朝着打造更强球队的目标迈进。”他在声明最
后说。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国网球公开赛
11日正式公布今年男女单打的资格赛名单，库
兹涅佐娃、王雅繁、梅拉德诺维奇、佩特科维奇、
卢布列夫、奎雷伊等名将赫然在列，他们将携手
向单打正赛发起冲击。

随着库兹涅佐娃的加入，本次中网大满贯
冠军得主达到了14位之多。

在2019年中网女单资格赛阵容中，最大牌
的当属两届大满贯得主库兹涅佐娃，她同时还
是两届中网女单冠军，其中一次就是2009年中
网升级为皇冠赛后的第一届，已经过去整整十
年。这位34岁的俄罗斯老将虽然因为伤病排名
下滑到了65位，不过她近期的状态明显回升，美
网前还在辛辛那提超五赛打入决赛。

王雅繁是唯一出现在资格赛名单中的中国
金花。2019年是王雅繁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赛
季，她在澳网和温网两个大满贯都迎来了生涯
首胜，澳网后还在阿卡普尔科斩获处女冠，世界
排名也创造49位的职业新高。加上已经入选中
网女单正赛阵容的王蔷、张帅、郑赛赛，中国金
花的表现将成为今年中网的最大看点之一。

男单资格赛中排名最高的是卢布列夫，这
位俄罗斯新星最近势头正旺，排名已经回升到
38位，美网前在辛辛那提还击败了费德勒，美网
又接连战胜了西西帕斯、西蒙和克耶高斯，并一
举打入第四轮。

13年首败，美国男篮无缘四强
这是一场最接近NBA风格的男篮

世界杯比赛。
北京时间9月11日晚，法国男篮凭

借戈贝尔和富尼耶的精彩表现，最终以
89：79击败美国队晋级四强，他们将在
半决赛迎战阿根廷队。本场比赛，戈贝
尔拿下21分、16个篮板；富尼耶得到
22分；德科洛得到18分；美国队的米切
尔得到29分，但他在第四节一分未
得。至此，这支“平民”美国队只能接受
被淘汰的命运，这是他们13年来正式
比赛的首败，24场世界大赛连胜纪录也
被终止——更讽刺的是，他们在5-8位
排名赛的对手是塞尔维亚……

“法国自上而下都极具天赋，他们可能是跟我
们最相似的。他们有那种能自主制造进攻机会的
球员，有很多在NBA打球的球员，有大量有实力
的球员。”乔·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米切尔也表示：“我感到很兴奋，我和英格尔斯
打了两场热身赛，但还没碰到戈贝尔，他是法国队
防守大闸，在爵士时也是。我们碰面时肯定会喷很
多垃圾话，这也是这场比赛如此有趣的原因。”

事实确实如此，法国阵中拥有富尼耶、戈贝
尔、巴图姆、尼利基纳四位效力于NBA的球员，第
六人德科洛也曾效力于马刺，他们还有下赛季将
身披凯尔特人球衣的波里尔。

双方的进攻点也十分相似——更多的是由后
卫来作为进攻核心。美国队更多依赖米切尔和肯
巴·沃克的进攻来支撑球队，他们在五场比赛场均
合计送出10次助攻。

而法国队后场组合富尼耶和德科洛，两人场
均合砍37分。在同澳大利亚的比赛中，富尼耶得
到37分，德科洛则拿下来26分，更别说他们还有
防守大闸戈贝尔。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专注于比赛，我们必须
要面对美国男篮，我们会拼尽全力。”德科洛在赛
前说道。

的确，法国队开场就和美国队在防守端纠缠
在一起，美国男篮利用突破，法国的回应则是精准
的远投。首节战罢，双方战成 18：18。第二节比
赛，富尼耶三分火力全开，戈贝尔屡次制造内线杀
伤，而美国队仅有米切尔一人得分。半场之后，美
国已经落后6分。第三节开始后，法国队一度将比
分拉开到10分，但随后波波维奇换上小个阵容力
拼防守，同时米切尔展现个人攻击天赋，单节14分
带领美国队逆转，三节结束以66：63领先。但在第
四节比赛，法国队调整了心态，利用美国命中率下
降的机会，在比赛还剩3分钟时反超比分。最终法
国队稳住了局势，送美国队吞下失利。

在这场极具 NBA 风格的比赛
中，球员之间的交手记录或许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沃克作为美国队队长，同时也
是队内头号得分手，他在进攻端的
表现并不出彩，仅得 10 分——这也
符合NBA给出的个人对比数据。

此前在 NBA 的 6 次交手，沃克
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他在效力尼
克斯的尼利基纳防守下，场均只有
18.7分，命中率为41%；作为比较，同
时间段内沃克的场均得分是23.9分，
命中率43.3%。

而有趣的是，作为法国内线支
柱、NBA 两届最佳防守球员的戈贝
尔，上赛季在面对大洛佩斯的时候，
表现得也十分挣扎。

上赛季爵士与雄鹿的两场比赛

中，戈贝尔上场时爵士输了 50 分。
主要原因是洛佩斯作为空间型内
线，可以将戈贝尔调出篮下，而如果
戈贝尔不愿离开篮筐，洛佩斯的远
射又会让球队头疼。

但是本场比赛，洛佩兹远投失
准，戈贝尔却能屡屡杀伤内线……
另一名美国队中锋特纳甚至全场仅
得2分，抢下一个篮板。

就这点来说，美国队内线的投
射能力并未在世界杯奏效。之前法
国以 98：100 负于澳大利亚一战，戈
贝尔就遭到了针对，澳大利亚中锋
贝恩斯利用这点命中了5个三分。

但可惜，美国队除了米切尔全
队失准，只能无奈接受失败的结
局。

本报综合消息

“法国队是最像我们的球队我们的球队””

今日 19:00 塞尔维亚VS美国 CCTV-5

球风相克？谁能限制戈贝尔

菲律宾男篮主帅奎奥辞职男篮主帅奎奥辞职

2019年中网资格赛名单揭晓

库兹涅佐娃领衔

新华社上海9月11日电（记者
朱翃 王沁鸥 张逸飞）11 日，2019 年
篮球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继续进行，澳大利亚在米尔斯的带
领下以 82：70 力克捷克队，晋级四
强，他们在半决赛将战西班牙队。

澳大利亚队在第一阶段小组赛
中先后战胜加拿大、塞内加尔和立陶
宛，从“死亡之组”脱颖而出。第二阶
段小组赛中，“袋鼠军团”又接连战胜
多米尼加和欧洲劲旅法国队，以五战

全胜的战绩挺进八强。
捷克队首战不敌美国队，但之后

连克日本、土耳其和巴西，虽然小组
赛最后一场不敌希腊，但凭借净胜分
优势晋级八强。当日，米尔斯砍下全
场最高的24分并送出6次助攻，成为
澳大利亚获胜最大功臣。

至此，本届篮球世界杯四强出
炉，分别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澳
大利亚，这四支球队也同时获得了直
通明年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澳大利亚力克捷克将战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