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昨日战报
火箭107：114步行者
骑士94：105魔术
奇才136：141 76人
黄蜂102：94老鹰
凯尔特人107：105热火
爵士100：112尼克斯
活塞115：130雄鹿
雷霆111：110鹈鹕
猛龙115：123太阳
快船108：101勇士
公牛124：128国王
1月8日
08:30 76人VS篮网
09:00 骑士VS灰熊
11:00 独行侠VS掘金
11:00 马刺VS湖人
11:00 森林狼VS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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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联赛昨日战报
山西87:124辽宁
北控94:101广厦
上海98:110福建
同曦97:111四川
新疆119:106天津
深圳112:103广州

今日
15:30 广东VS吉林
19:35 北京VS青岛
20:00 浙江VS江苏

因工作需要，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2021年1月11
日起，搬迁至城西区五四西路27号（西宁市测绘院办公楼一
至三层）办公，市内可乘坐6路、9路、16路、37路、58路、69路、
82路、104路、9001路、游2路公交到达。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971）6152172、6152171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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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湟水河南岸）办公、宾馆、招待所被拆迁人：
根据工作安排，西宁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南岸片区）办公、宾馆、

招待所安置工作自2021年 1月7日进入回迁安置阶段。因安置体量

大、安置户较多，为保障安置工作顺利有序开展，本次安置工作分时

间、分批次进行。请湟水河南岸片区被拆迁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保

持手机及其他联系方式畅通，准备身份证明、安置协议等有关资料，协

谈时间根据签约顺序电话通知，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西宁大厦后院贵宾楼一层9102号房

西宁城市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办公室

2021年1月7日

火车站综合改造项目（南岸片区）办公、商业回迁安置公告
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 >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按照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部署，西宁市将编制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按照规范要求，未列入供地计划范围的2021
年将不再供地，为更好的服务西宁市经济建设，满足社会各方的用地需求，现请各
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相关部门，开发区管委会，军队单位及各有关单位于2021年1
月31日前到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报2021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我局将根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各单位具体申报情况，合理编制2021年度国
有建设用地供地计划，未进行建设用地计划申报的单位2021年度将不予供地。

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蕾 赵青青
联系电话：0971-6146324、6136613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8日

西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申报
2021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公告

英足总杯
1月9日
03:45 阿斯顿维拉VS利物浦
1月10日
01:30 阿森纳VS纽卡斯尔
04:00 曼联VS沃特福德
21:30 切尔西VS莫克姆
21:30 曼城VS伯明翰
1月11日
01:00 海运联VS热刺

西甲
1月9日
23:15 马竞VS毕尔巴鄂竞技
1月10日
01:30 格拉纳达VS巴萨
04:00 奥萨苏纳VS皇马

意甲
1月10日
03:45 AC米兰VS都灵
19:30 罗马VS国米
1月11日
03:45 尤文图斯VS萨索洛

德甲
1月9日
03:30 门兴VS拜仁
1月10日
01:30 莱比锡VS多特蒙德

法甲
1月10日
04:00 巴黎圣日耳曼VS布雷斯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7日消息，
新年意甲首场巅峰对决，均以残阵出战的AC
米兰和尤文图斯，给出了阶段性答案：跨赛季
无人能敌的AC米兰放缓脚步的同时，此前受
困平局过多的斑马军团，在少赛一轮的情况
下，将与领头羊距离缩小至7分。加上始终以1
分之遥紧追榜首的国米，意甲冠军之争，似乎又
回到了世纪之初北方三强轮流坐庄的年代。

自疫情出现至今，身为重灾区的意甲略显
倾颓，联赛日渐成为尤文图斯自留地，外战更
是集体低迷。但如今三雄角力的意甲冠军之
争，显然要比往日枯燥的一枝独秀来得精彩。

AC米兰，虽败犹荣
平心而论，自上赛季以不败战绩完成复

工至今，并未在转会市场上得到足够补强的
AC米兰，已将现有阵容潜力吃干榨净，面对
管理层和球迷，皮奥利交上的答卷以任何判
别标准，都是满分。

去年圣诞节前至今，AC米兰硬是用没有
伊布的首发阵容，撑过了三轮意甲联赛，而本
场比赛前，加比亚、萨勒马克尔斯因伤缺阵，托
纳利因红牌停赛，雷比奇和克鲁尼奇突染新冠
病毒，透支了 AC 米兰排兵布阵的最后机动
性。1：3的最终比分，也是AC米兰赛季第二次
单场失3球，连续17场进球超过两个纪录作古。

上赛季，AC米兰复兴路上的标志性战役，
便是在两球落后的绝境下以4：2逆转尤文图
斯，那场比赛不但让球队找回了精气神，也为
萨里的“秋后问斩”埋下伏笔。

在伊布的身先垂范下，米兰青训营的毛头
小伙们一个比一个生猛：今年才21岁的唐纳鲁
马已是球队第一门将，科隆博、丹尼尔·马尔蒂
尼等人刚成年，便已经成为球队重要轮换阵容。

对于本世纪始终以老迈、厚重、钝滞形象
示人的AC米兰而言，这是罕见的革故鼎新，
而凭借这群年轻人的朝气，AC米兰虽然落败，
但射门（20次）和射正（8次），均高于尤文图斯
（16次和6次），他们唯一可供指摘的不过是顶
级联赛经验太贫乏。

谁有冠军相？
输球的AC米兰踩下刹车，而赢球的尤文

图斯则让此前备受质疑的皮尔洛，终于扬眉吐
气一回。

本赛季尤文图斯对阵强队表现欠佳，而被
佛罗伦萨三球痛打后，主帅皮尔洛的信任危机
来到了最高点。但面对旧主拿下一场完胜，最熟
悉红黑军团的皮尔洛，恰如其时的止跌，也让卫
冕冠军阶段性走出了信任危机，重返争冠集团。

夸德拉多和桑德罗感染新冠无法出场，球
队只能放弃皮尔洛最钟爱的352阵形，但有失
必有得，阵容厚度远胜AC米兰的尤文图斯，
实施“排除法”后反倒令战术选择变得简单。

对于皮尔洛这样缺少顶级联赛经验的新
帅而言，一套阵容远比几套阵容更简单方便，
人员过多反而是无奈的烦恼。

尤文图斯拥有一个超强纠错的C罗，在伊
布缺席的情况下，球员个体的实力差距，最终
成为比赛的胜负手。

经历半年摸爬滚打，此前从无顶级联赛执
教经验的皮尔洛，已经逐渐交完了学费，开始
给同行“上课”。相形于受困人荒无法及时调
整的皮奥利，皮尔洛的后手来得高效致命：坚
持使用效率一般但态度端正的小基耶萨，全场

围攻特奥·埃尔南德斯，尤文图斯的三粒进球，
全部来自于法国人镇守的左路。

首发“抢先手”之外，皮尔洛的换人水准，
也逐渐向齐达内看齐：尤文图斯5个换人4个
来自于中前场调整，其中库卢塞夫斯基和麦肯
尼同时登场，换下进球功臣基耶萨和迪巴拉，
看似是巨大冒险，但两人登场后便完成了锁定
胜局的第三球。

本赛季开打前，十连冠之于尤文图斯，不
但必须达成，过程也不容有失，但战至半程，少
赛一场一度落后10分的尤文图斯，莫说卫冕，
欧冠资格都岌岌可危。如今赢下与 AC 米兰
的6分之战，过去两个赛季外战屡屡关键时刻
掉链子的尤文图斯，正需要这样的锤炼，找回
身为强者的自信。

23轮的剩余漫长赛程，仍足够斑马军团继
续上演后来居上的戏码，哪怕接下一个月里，尤
文图斯要连战国际米兰、那不勒斯和罗马。

“三国演义”重现？
尤文图斯击败AC米兰，但距离领头羊最

近的却不是尤文图斯：此前始终以1分劣势紧
咬同城死敌的国米，本轮意外负于桑普多利亚
后，就此错过了本赛季首次登顶的绝佳机会，
但三强之间积分差距进一步被缩小。三雄争
霸时代，正逐渐回归。

意甲最近10年，是属于尤文图斯的10年，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米兰双雄的长期低迷。
但自上赛季起，米兰双雄已经持续复苏：孔蒂治
下的国米虽然场面常遭人诟病，但拿分能力一向
不差；AC米兰凭借伊布和皮奥利的加持，实现外
道超车，后发先至，本赛季持续占据榜首。

相比于本世纪初更多比拼名帅临场执教
功力、球星量级的年代，如今意甲三强各有优
势，也均有隐患：

AC米兰心气最足、思想包袱最轻，但阵容
最单薄、能仰仗外力最少，球队持续发力，仍仰
仗伊布的尽快复出，与年轻人的提前上位。

国米战术执行力最强，但孔蒂和高层微妙
的关系，是球队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资方能否
持续注资，而不是中途离场，同样值得关注。

尤文图斯胜在冠军履历和球员量级，但眼
下联赛欠账最多，皮尔洛相对匮乏的经验，以
及高层联赛与欧冠得兼的KPI考核，始终令全
队略显拘谨。

三雄并起的局面，显然比过去九年的了无
悬念来得刺激。

意甲三雄争霸时代正逐渐回归
西班牙国王杯：武磊头球破门头球破门

本报综合消息 西班牙
人2021年的第一粒进球属于
武磊。北京时间 1 月 7 日凌
晨，在西班牙国王杯的较量
中，西班牙人以2：0击败布尔
格斯，晋级第三轮。当比赛
进行到第 56 分钟，首发登场
的武磊头球抢点破门，这是
武磊本赛季的第三球。

从武磊的表现我们可以
看出，只要有机会，他总能不
留余力地奔跑发挥自己最大
的特点，充分利用跑位和速
度的优势去为球队作出贡
献。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
比赛中，马竞以0：1不敌科尔
内利亚遗憾出局。

周末看台

新华社伦敦1月 6日电
（记者张薇）英超两大豪门 6
日狭路相逢，曼城凭借下半
场的两粒进球以 2：0 击败同
城劲敌曼联，获得与热刺争
夺本赛季联赛杯冠军的机

会。
这场胜利意味着曼城连

续第四个赛季打进联赛杯
决赛。若能击败热刺，曼城
就将追平利物浦保持的纪
录——实现联赛杯四连冠。

梅西梅开二度 巴萨升至前三升至前三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1月7日凌晨，西甲一轮补
赛在圣马梅斯球场上演，刚
刚换帅的毕尔巴鄂竞技虽然
首开记录，但梅西梅开二度
帮助巴萨锁定胜局，最终巴
萨以 3：2 战胜对手。此役过
后，巴萨升至积分榜第三名。

赛后《每日体育报》给了
梅西全队最高的 9 分，“一旦
掌握比赛节奏，梅西就势不

可挡。他不仅上演梅开二
度，而且还带动球队踢球。
他在场上如鱼得水，带着笑
容。虽然终场前有一次失
误，但这仍然是本赛季最好
的梅西。”

又讯 北京时间1月7日
凌晨进行的法甲第18轮较量
中，巴黎圣日耳曼在先丢一球
的情况下由小基恩扳平比分，
最终以1：1战平圣埃蒂安。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都政府 7
日宣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
日益严重，在东京都各个市、
区进行的奥运会圣火巡展活
动将暂时停止。

储存在铜制火种灯里的
奥运圣火于去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在日本奥林匹克博

物馆举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展
览，同时展出的还有奥运会
和残奥会火炬。从去年11月
2日开始，圣火和火炬开始在
东京都下属的 23 个特别区、
26个市、5个町、8个村进行巡
展。到今年1月6日前，圣火
已经结束了在13个地点的展
览。

英联赛杯：曼城将与热刺争冠热刺争冠

东京奥运圣火展览活动暂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