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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昨日战报
爵士94：103 76人
太阳109：104黄蜂
勇士79：104老鹰
尼克斯88：132雄鹿
步行者117：104灰熊
公牛113：106国王
12月4日
08:00 魔术VS奇才
08:00 活塞VS骑士
08:30 热火VS猛龙
08:30 独行侠VS鹈鹕
09:30 火箭VS马刺
10:00 湖人VS掘金
11:00 开拓者VS快船
12月5日
08:00 勇士VS黄蜂
08:00 太阳VS魔术
08:00 雄鹿VS活塞
08:30 篮网VS老鹰
08:30 热火VS凯尔特人
09:00 灰熊VS公牛
09:00 步行者VS雷霆
09:30 森林狼VS独行侠
10:00 湖人VS爵士
11:00 国王VS开拓者

12月4日
19:00 吉林VS福建
19:35 上海VS青岛
19:35 江苏VS新疆
19:35 天津VS北控
19:35 浙江VS辽宁
19:35 山西VS广厦
12月5日
19:35 八一VS广东
19:35 深圳VS四川

东大街：8189696 黄河路：6518805 6331333 民和：0972-858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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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许可证：L-QH-CJ00011 官网www.qhcyts.com 微信公众号：qhcyts

专线
电话 6125888 6372222

斯里兰卡休闲时光9日/10日游（西宁起止本社领队全程0购物0自费）12月15日 7480元/人
柬埔寨吴哥/金边/西港双飞8日游（兰州直飞柬埔寨）12月15日、22日、29日 1月5日、12日 1499元/人起
芽庄8天7晚欢乐游（全程0自费西宁直飞芽庄）12月10日、14日、17日 2980元/人起
本州东京、大阪、奈良、京都、富士山双温泉赏枫9日游 西宁成团 1月11日 5980元/人 1月25日 8580元/人
欧洲德法意瑞四国+布拉格5国12/13日游 西宁起止+快签 一价全含 12月18日 、21日、27日 9999元/人 1月1日、3日、8日、31日 11500元/人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12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12月15日、16日、18日、20日、22日、23日、25日、26日 5480元/人 1月3日 5680元/人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金沙岛9日游（西宁起止）12月10日、12日、17日、19日、24日、26日 、31日 2480元/人
西宁直飞普吉岛8日游（全程泰式五星住宿）12月25日 3980元/人 1月1日、1月8日 4580元/人
奇迹迪拜/沙迦/阿布扎比8日游 12月13日、20日、27日 3180元/人迪拜深度10日游 12月9日、16日、23日、30日 35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10日游（一价全含0自费）西宁起止 天天发团 2880元/人
幸福海南双飞6日游（西宁直飞海口）天天发团 提前报名 2880元/人

L-QH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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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 名 地 址 ：西 宁 市 城 东 区 西 宁 大 厦 对 面 黄 河 源 假 日 饭 店 大 厅

1.海口/三亚/分界洲岛/天涯海角/天堂森林公园/博鳌会址双飞六日游 1980元
2.海南/分界洲岛/亚龙湾/北海/银滩/漓江山水/桂林/阳朔/双飞十日游 2380元
3.厦门/鼓浪屿/集美/武夷山/永定土楼/厦门大学/胡里炮台双飞八日游 2080元
4.张家界/金鞭溪/水绕四门/天子山/袁家界/凤凰古城/苗寨双飞六日游 2180元
5.成都/乐山/峨眉山/都江堰/蜀南竹海/青城山/熊猫基地/双卧七日游 1880元
6.上海/黄浦江/南京/中山陵/苏州/水乡/杭州/西湖/无锡/双飞7日游 1480元
7.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石林/洱海骑行/野象谷/直飞四飞八日游 2180元
8.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人民大会堂/伟人纪念堂/天津双飞六日游 2480元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新千国际广场”东片区4号楼定于2019年12月15日起开始交付。请东
片区4号楼各位业主按交房公告时间前往新千物业管理公司东片区办公室分批办理接房手续。

业主交房所需携带的资料：
购房收据原件、《商品房预售合同》原件、业主及共有人有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或婚

姻证明）原件（委托他人收房的，被委托人须携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业主身份证原
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相关手续）

温馨提示：
请各位业主办理入住之前结清所购房屋全额房款/补差价。
办理入住流程：
核对业主身份并开具《商品房决算书》（注明相关配套及物业服务相关费用清单）→财务

缴纳相关费用→验房→签订物业服务协议→领取业主钥匙。
入住收取的各项费用标准可前往或致电【新千国际广场物业服务中心】咨询。新千国际

广场物业服务中心咨询电话：0971-5568831
未按规定时间办理接房的，我公司概不承担违约责任。
特此公告

青海新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新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5日

交房公告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2 月 3 日，
CBA联赛常规赛第13轮展开较量，北京男篮
在客场以109：86大胜广州男篮，林书豪此役
发挥出色，他砍下赛季个人新高的36分，他
还送出了8个篮板、6次助攻和4次抢断，以
全能的表现赢得了客场球迷的掌声。

以往的比赛开局阶段，林书豪多以个人
持球进攻带动全队。此役他一反常态，早早
开启个人攻击模式。林书豪在右侧底角的
一记三分球命中，拉开了得分表演的序幕。
接着他后场抢断得手打起了转换进攻，突破
至罚球线击地送球，助攻翟晓川上反篮命
中。

之后的比赛，林书豪高位挡拆，借掩护
再度命中三分球。紧接着他又是以两记撤
步跳投得分，不到半节就砍下了10分。进入
次节，林书豪通过突破或直接得分，或造杀
伤力站上罚球线。他在比赛中先后两次变
向运球，利用节奏分别晃倒了盯防的陈盈骏
和田宇恒，其中后一次直接上空篮得手，在
进攻端显得游刃有余。

以强悍攻击搅乱对手防线后，林书豪开
始惬意地为队友们输送炮弹。方硕、朱彦西
等人先后接应他的长传，将空位三分的投篮
机会转化为得分。半场战罢，林书豪 8 投 7
中仅投丢了一次三分球，加上四罚全中的罚
球。他以87%的命中率贡献了20分，送出6
次助攻。

易边再战后，林书豪持球不断冲击篮
筐制造杀伤力，八罚全中后他已经拿下 30
分，创下个人本赛季得分新高。第三节比
赛战至最后时刻，林书豪再次站上罚球
线，又一次两罚全中，改写着自己的得分
数据。

最后一节，北京男篮在比分上已经遥遥
领先，林书豪在场上也愈发放松。随着一次
上篮和一次跳投命中，他的个人得分定格为
36 分。终场前 6
分 20 秒，林书豪
一次防守犯规形
成死球机会后，
他就此被换下休
息后退场。尽管
之前罚球时屡受
球迷嘘声干扰，
但当林书豪真正
完场的时候，他
的精彩表现还是
换来了现场球迷
的阵阵掌声。

最终北京男
篮以大比分战胜
广州男篮，林书豪
在比赛中展现出
了非常好的精神
状态，拿到 CBA
生涯最高分，而且
球队获得一场大
胜。林书豪在比
赛结束后也面露
笑容，他能继续保
持 这 样 的 表 现
吗？希望此役能
够帮助林书豪就
此捅破窗户纸，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
持续发威。

在当天进行
的另外一场比赛
中，山东在主场
以 132：122 击败
同曦，夺得两连
胜。

36分创赛季新高 久违的林疯狂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3日，
CBA联盟正式对外公布，2020年CBA全
明星周末将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1 月 12
日在广州市广州体育馆举行，届时来自
20支CBA球队的明星球员和星锐球员，
以及特邀参赛的CUBA球员齐聚一堂，共
同为球迷献上一场篮球的饕餮盛宴。全
明星投票将于12月6日正式开始，球迷投
票将决定参加全明星赛的两支球队首发
阵容，以及新增的1V1环节球员名单。

本次全明星周末除了传统的全明星
赛、星锐赛和单项赛以外，最大的看点就
是在全明星赛中增设了1V1环节。参加
1V1的4名球员全部由球迷选出，分别为
两支球队首发阵容中得票数最高的前场
和后场球员，1V1环节设在一二节和三四
节节间，参赛球员的得分将双倍分别计入
其所在球队总分。

本次除了公布2020年CBA全明星周
末的时间和地点，还公布了全明星周末的
Logo和主视觉。其中，Logo整体采用中
轴对称的构成格局，暗藏中国传统的审美

范式，主题文字“CBA全明星ALL STAR”
将青铜时代的饕餮纹样与篮球元素融入
字体设计之中，使文字与图案、中文与英文
相互契合，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篮
球精神的融合。此外，Logo强调了象征全
明星赛举办城市——广州的文化符号，图
案化的“羊城”字体设计与地标性的广州电
视塔“小蛮腰”等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

主视觉则以《封神演义》为灵感来源，
整体偏中国风的水墨画风格。以阴阳互
化，天地大战为背景，画面中用层层乌云
渲染大战在即的紧张感，中央火石般的篮
球形象拔地而起以体现敢梦敢当的力量
和决心。

又讯 北京时间12月3日消息，经俱
乐部管理层与教练组共同研究，上海男篮
俱乐部于CBA联赛常规赛第13轮比赛前
向 CBA 联盟提交了更换外籍球员申请。
经审核，新更换的外籍球员雷·麦卡勒姆，
符合2019-2020赛季CBA联赛注册参赛
资格，上海男篮在常规赛阶段更换外援名
额已使用1人。

CBA全明星周末将在广州上演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3日晚，匈
牙利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张晶突然在社交
媒体上宣布：由于匈牙利短道速滑队中有队
员发表不当言论，自己将辞去主教练一职。

这位发表不当言论的匈牙利运动员叫
Burjan Csaba，是平昌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
5000 米接力冠军成员。12月2日，他在自己
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不当言论，这一事件当晚
在网络上不断发酵，有网友透露Burjan Csaba
是前往上海参加短道世界杯上海站时，因为
过边检等待时间超过1个小时而发表不当言
论。

由于发表不当言论，匈牙利队主教练张
晶在社交媒体要求匈牙利国家协会公开道
歉，并写道：“我郑重声明辞去匈牙利国家短
道速滑队主教练。”

张晶表示，目前Burjan Csaba已被队伍遣
送回国，“他已经被禁赛，并且退出了匈牙利
国家队。”

对于提出辞职一事，张晶则透露自己目
前已经正式向匈牙利国家队递交了辞呈，“我
确实从内心接受不了他们的这种行为，所以
提出了辞职。”

对于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匈牙利
队，张晶表示她已经递交了辞呈，一切还要看
匈牙利方面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方式，“他们
肯定不想放我走，但是具体如何还要看他们
的态度。”

新华社马德里12月3日电 西班牙网球
名将卡拉·苏亚雷斯·纳瓦罗 3 日宣布，她将
在2020年赛季结束后退役，因为她“还有更重
要的事情要做”。

31岁的纳瓦罗已经巅峰不再。她从2016
年职业生涯最高的WTA排名第六下滑至第
55位。“我职业生涯的这最后一年也依然充满
了期待和压力。”她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去做，而网球这项运动需要我作出的牺
牲太多了。”

纳瓦罗宣布

2020赛季后退役

新华社浙江绍兴12月3日电（记者夏亮
张泽伟）在 3 日晚进行的 2019 年女排世俱杯
的一场焦点战中，天津女排在前两局轻松获
胜的情况下，最终被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意大
利的诺瓦拉队连扳三局无缘开门红。赛后朱
婷表示，从第三局开始，球队一攻缺乏保障导
致最终被逆转。

“球队在前两局发挥很正常，从第三局开
始，一攻上保证给的不多，造成不好的延续。”
虽然和李盈莹并列拿到全队最高的20分，但没
能赢球还是让朱婷有些沮丧，不过对于本场比
赛自己的表现，她还是打出了及格分。

天津女排教练陈友泉赛后也谈到了球队
失利的原因：“在第三局，我们在一传到位率
方面不如前两节做得好，对手从第三局开始
在拦防环节也做得非常好。”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广东恒大
在主场以3：1击败上届亚军巴西的米纳斯队。

朱婷朱婷：：一攻一攻缺乏保障缺乏保障

导致球队被逆转

因队员因队员发表不当言论发表不当言论

主帅张晶愤然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