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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英超
11月9日
20:30 切尔西VS水晶宫
23:00 热刺VS谢菲尔德
11月10日
01:30 莱斯特城VS阿森纳
22:00 曼联VS布莱顿
西甲西甲
11月10日
01:30 埃瓦尔VS皇马
04:00 巴萨VS塞尔塔
23:00 马竞VS西班牙人
意甲意甲

11月10日
01:00 国际米兰VS维罗纳
11月11日
01:00 帕尔马VS罗马
03:45 尤文图斯VS AC米兰
德甲德甲
11月9日
22:30 沙尔克04VS杜塞尔多夫
11月10日
22:30 沃尔夫斯堡VS勒沃库森
法甲法甲
11月10日
00:30 布雷斯特VS巴黎圣日耳曼

新华社华盛顿11月7日电（记者王集旻）
洛杉矶银河队主帅斯盖洛托7日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球队将于近日和瑞典球星伊布拉希
莫维奇以及经纪团队展开续约谈判，关于这
位瑞典神锋的去留问题或一周内见分晓。

伊布在银河队效力期间发挥非常出色，
但是球队却没有拿到大联盟总冠军，伊布多
少有点“恨铁不成钢”。目前已经有多家俱乐
部有意引进伊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8日，欧联杯
小组赛第四轮较量中，西班牙人在主场以6：0战
胜只有 9 人应战的卢多格雷茨，提前锁定一张
32强入场券。武磊在第72分钟替补出场，未能
打破很长一段时间的得分荒。

曼联在主场以3：0轻取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提前两轮获得出线权。

联赛一蹶不振，欧战高歌猛进，是西班牙人
的真实写照。本赛季，西班牙人在联赛排名倒数
第二，但在欧联杯前三战高居小组头名。而在大
胜卢多格雷茨后，他们还在刷新着欧战纪录。

事实上，这是球队主帅马钦在接手西班牙
人以来的首场主场胜利，同时也是西班牙人自8
月22日以来在主场的首场胜利。这场胜利还帮
助西班牙人扩大自己的欧战不败纪录——欧战
25场不败。在这份纪录榜单上，第二名的阿贾
克斯只有21场。

本场比赛最闪耀的球员无疑是32岁的中场
格拉内罗，他在赛后获得 whoscored 评分的 10
分。但相比队友，替补出场的武磊在表现上没
有太多亮点，武磊在赛后的数据和评分也能说
明一些问题。6.34 分是全队的最低评分，在第
72分钟替补出场后，武磊只有8次触球，没有射
门，传球成功率为87.5%。

对于武磊来说，进球并不是衡量价值的唯
一标准，但是这个赛季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他的
进球数还是停留在两个，确实需要通过更加有
效的进攻表现来证明自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1 月 11 日凌
晨，英超联赛第12轮将上演一场焦点之战，领
头羊利物浦将在主场对阵卫冕冠军曼城。安
菲尔德球场是曼城的梦魇之地，他们已经15
年没在这里赢过球了，最近18次挑战利物浦，
曼城仅取得6平12负的战绩。

事实上，安菲尔德球场也是所有客队难
以逾越的堡垒，利物浦在最近29个主场取得
了25胜4平的不败战绩。英超11轮战罢，利
物浦豪夺 10 胜 1 平的不败战绩。至今，利物
浦已经完成了跨赛季28轮联赛不败，期间还
完成了惊人的17连胜。

利物浦主场强悍，曼城客场也不逊色，过
去12个联赛客场，曼城拿下11场。不过，曼城
在本赛季的表现不如利物浦稳定，如今已经输
了两场比赛，这也是曼城最近三个赛季的最差
开局，直接导致目前以6分劣势排在第二位，冲
击英超三连冠的形势看起来不容乐观。

本场比赛两队谁能取胜，还得看主帅克
洛普和瓜迪奥拉的斗法。这将是他们执教生
涯的第18次较量，克洛普取得7胜4平6负的
战绩，稍占上风。他也是世界足坛超过10次
较量，唯一胜绩压过瓜迪奥拉的教练。当然，
除了主帅之间的斗法外，球员们的发挥似乎
对胜负更有决定性作用。

毫无疑问，两队的攻击线组合将是本场
比赛最大的看点之一，菲尔米诺、萨拉赫和马
内组成的锋线三叉戟已经打进21球。不过，
曼城攻击线更为强大，热苏斯、阿圭罗和斯特
林三名球员已经打进31球。两支球队尽管火
力很猛，但进攻套路完全不同。利物浦依仗
于边路的发挥，阿诺德和罗伯逊两名边后卫
协助锋线三叉戟擅长在边路撕开突破口，在
关键时刻还能用定位球一锤定音；曼城更擅
长的进攻方式是层层压迫，凭借着德布劳内
领衔的强大中场，给对手后防线施加压力。

曼城能否攻克红军恐怖主场
英超第12轮 11月11日 00:30 利物浦VS曼城

银河队主帅：伊布去留问题

一周内见分晓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10日凌晨，
德甲联赛将展开一场焦点对决，拜仁坐镇主场
迎战多特蒙德。双方近10次交锋，拜仁5胜1平
4负略占优势。在主场，拜仁对多特蒙德保持着
极高的胜率，但今昔不同以往。

拜仁本赛季在欧冠赛场强势，但在德甲赛场
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本赛季德甲联赛10轮战
罢，拜仁仅排在积分榜第四位，与领头羊门兴有4
分之差。进25球失16球，进攻火力与莱比锡并列
德甲第一的拜仁，却是前十球队中丢球最多的。

拜仁并未丧失争冠希望，在上轮客场惨败
法兰克福后，主帅科瓦奇下课。拜仁目前还没
有确定正式主帅人选，阿莱格里、温格、穆里尼
奥等人都是热门主帅人选。可以说拜仁目前正
处于动荡之秋。

而多特蒙德最近有强势反弹迹象，目前已
升至德甲积分榜次席，如今又在欧冠小组赛第
四轮主场逆转战胜国米。三线作战收获三连
胜的多特蒙德可谓气势如虹。

就整体实力、历史战绩来看，拜仁主场作战
有优势，但拜仁近期的状态似乎很难让人看好。

第19298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8927374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86670元
开奖结果：5 5 5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66164注0注0注

本地中奖注数229注0注0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788535.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78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7800000元

第19298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2351920元
开奖结果：5 5 5 0 3

本期中奖情况

366921177.9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128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2 07 08 10 16 21 23
特别号码

30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10
227
697
7413
12824
87192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0
3
31
65
373

每注奖金（元）
1770878
25298
2228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35525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31340元

中奖号码:3 3 5

青海省销售总额：801492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1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401
146

0
0
1
0
0
0
2
0
0

0
0
0
20
0
1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5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417040
50516

0
0

173
0
0
0
42
0
0

0
0
0

2080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469870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298期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1注8注174注2993注38426注457028注498630注

每注奖金5000000元59965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5000000元479720元313200元897900元768520元2285140元9744480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1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8493814元
开奖结果：6 9 5 5 9 4 8

本期中奖情况

23718651.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7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武磊评分再获球队最低

明晨挑战拜仁

多特蒙德士气更盛
11月10日 01:30 拜仁VS多特蒙德

新华社杭州11月 8日电
（记者夏亮 张泽伟）国际排联
北京时间7日晚公布了2019年
女排世俱杯各支球队参赛名
单，其中张常宁、袁心玥、龚翔
宇和王梦洁将代表天津女排征
战世俱杯，与“世界第一主攻”
朱婷一起向世俱杯冠军发起冲
击。

作为国内女排联赛当之无
愧的“霸主”，天津女排在新赛
季出征仪式上喊出了“冲击联
赛第 12 冠、世俱杯上有突破”
的赛季目标，而她们的底气则
源自球队新赛季的招兵买马。
在拥有姚迪、李盈莹、王媛媛三
名国手的基础上，球队新赛季
成功将朱婷招致麾下。

朱婷的加盟，再加上张常

宁、袁心玥、龚翔宇和王梦洁
在世俱杯期间的临时转会，天
津女排出战世俱杯的阵容堪称
豪华。作为世俱杯期间的队
长，朱婷也将向着自己的第三
座女排世俱杯MVP进发。

2019年女排世俱杯8支参
赛队伍分别来自欧洲、亚洲和
南美洲。根据此前组委会公布
的小组赛分组情况，另一支中
国球队广东恒大女排与意大利
女排联赛冠军科内利亚诺队、
南美联赛冠军米纳斯队和曾经
两夺世俱杯冠军的土耳其豪门
伊萨奇巴希队同处A组。天津
女排和上届世俱杯冠军瓦基弗
银行、欧冠冠军诺瓦拉队以及
上赛季巴西排球超级联赛冠军
海滩女排同处B组。

朱婷世俱杯再添新帮手

NBA昨日战报
凯尔特人108：87黄蜂
雷霆112：121马刺
热火124：108太阳
开拓者101：107快船
11月9日
08:00 活塞VS步行者
08:00 骑士VS奇才
08:00 灰熊VS魔术
08:30 国王VS老鹰
09:00 猛龙VS鹈鹕
09:00 勇士VS森林狼
09:30 尼克斯VS独行侠
10:00 76人VS掘金
10:00 雄鹿VS爵士
11:00 篮网VS开拓者
11:30 热火VS湖人
11月10日
06:00 凯尔特人VS马刺
08:00 鹈鹕VS黄蜂
09:00 火箭VS公牛
09:00 独行侠VS灰熊
09:00 勇士VS雷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1 月 8 日，
CBA联赛常规赛第三轮继续展开较量，北
京男篮主场与上海男篮的交锋鏖战至最
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最终北京男篮以 94：
88力克对手，收获三连胜。

本场比赛，林书豪在攻防两端表现出
色，串联全队的同时在防守端给出压迫感，
林书豪拿下26分、7个篮板和4次助攻。

广东男篮凭借马尚·布鲁克斯的高效
发挥，最终以123：107大胜山东男篮，迎来
三连胜。马尚·布鲁克斯砍下35分、9个篮
板和6次助攻，易建联得到17分、8个篮板。

凭借在末节更为出色的整体发挥，辽
宁男篮最终以123：107力克深圳男篮，取
得赛季首胜的同时送给深圳男篮三连败。
此役，史蒂芬森得到35分和13个篮板，郭
艾伦砍下16分和5次助攻。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吉林男篮以105：
84战胜八一男篮。

京粤斩获三连胜 辽宁终结两连败
CBA常规赛第四轮 今日 19:35 同曦VS浙江

11月10日 23:00 马竞VS西班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