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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华 西 矿 泉 水 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30000710403015A，经厂办公会决定企业注销，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连续登报5天。组长高斌，组

员：何利利、周朝芳、胡礼翠、刘宁，请债权人自2021 年2 月24

日起45日内向本厂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青海华西矿泉水厂

2021年2月24日

青海华西矿泉水厂注销公告

今日 23:00 希洪竞技VS西班牙人

中奖号码:4 0 0

青海省销售总额：848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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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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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117

0
0
0
0
0
0
0

4
7
0
0
0
0
0
0
20
0
0
1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69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179920
40482

0
0
0
0
0
0
0

276
70
0
0
0
0
0
0

120
0
0
8

中奖总金额：2208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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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39428826元
本期本省销售额：154058元

中国福利彩票
“快乐8”游戏开奖号码

第2021048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日凌晨，
意甲联赛第 24 轮将展开一场焦点之战，AC
米兰在客场挑战罗马。本赛季首回合较量，
双方战成平局，此役再度对决，罗马磨刀霍
霍，AC米兰则杀气腾腾。

最近 6 轮联赛，AC 米兰取得 3 胜 3 负的
战绩状态起伏不定。AC米兰4231阵形中伊
布突前，凭借其敏锐嗅觉捕捉门前战机，依托
托纳利、凯西的攻防属性，串联中前场恰尔汉
奥卢、雷比奇、莱奥制造杀机。进攻端恰尔汉
奥卢、凯西均颇具攻击属性，伊布更是极具威
胁，此役将考验罗马防守端抗击打能力。

罗马在最近6轮比赛取得3胜1平2负的
战绩，状态也略显不稳。罗马3421阵形中马约
拉尔突前，围绕比拉尔、维利特奥特、姆希塔良
构建的中场攻防均相当给力，连线进攻的端哲
科、洛伦佐、沙拉维颇具威胁。联赛至今，罗马
在主场未尝败绩，主场场均进2.58球、失1.08
球的攻防实力，令AC米兰此役如履薄冰。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日凌晨，
英超联赛第26轮将迎来一场重头戏，切尔西
在主场挑战曼联。曼联目前排在联赛积分榜
次席，切尔西则排名联赛第五位。英超已进
入赛季最关键时期，此次强强对话对于两支
球队来说都至关重要。

主场作战的切尔西近期表现非常强势，过
去9场正式比赛他们取得了7胜2平的战绩。
目前落后欧冠区球队只有2分，冲击下赛季欧
冠联赛大有希望。而且在欧冠淘汰赛中他们
在客场击退马竞，在晋级过程中占得先机。

自从图赫尔上任后，切尔西在三场英超
主场比赛中保持不失球的纪录。切尔西上一
次连续四次主场不失球，还要追溯到2018年
1月，本场比赛他们将力争追平三年前的这一
成绩。

曼联在过去8场正式比赛中同样保持不
败，不过球队仅仅赢下了3场，曼联在过去3
场客场对阵切尔西的比赛中都取得了胜利。
在曼联队史上从未在客场连续赢过切尔西4
场，本场比赛索尔斯克亚将会率队冲击这一
历史。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表示：“对于每支球
队来说，如果你连胜或者连败，都会产生很大
影响。当然，我们在经历了几次挫折和反弹
后，球队状态不错，我们期待这场比赛。当然，
图赫尔的来到改变了切尔西的一切，我们知道
这场比赛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赛前，曼联队长马奎尔表示：“很明显，对
阵切尔西的比赛将是很艰难的，但我们去年
在对阵切尔西的比赛时赢得了胜利，今年我
们期待再次赢下切尔西。”

曼联冲击新纪录 蓝军誓返前四
英超第26轮 3月1日 00:30 切尔西VS曼联

曼城豪夺曼城豪夺2020连胜

AC米兰

欲攻陷罗马恐怖主场

今日 22:00 国米VS热那亚
3月1日 03:45 罗马VS AC米兰

2月28日
20:00 莱斯特城VS阿森纳
22:00 热刺VS伯恩利
3月1日
03:15 谢菲尔德联VS利物浦

新华社青岛2月27日电（记者张旭
东）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 27 日宣
布，2021 年 CBA 全明星周末将于 3 月 20
日至21日在青岛举行，赵睿和郭艾伦分别
当选南、北区票王，领衔两支全明星参赛
队。

根据球迷线上投票结果，周鹏、沈梓
捷、任骏飞、胡明轩和赵睿组成了南区首
发阵容，其中赵睿以188370票荣膺南区票
王；北区首发阵容则由韩德君、张镇麟、周
琦、郭艾伦和赵继伟组成，其中郭艾伦以
231553票获选北区票王。

与往年相同，今年全明星周末将各项
比赛和活动分配到了周六和周日两天，3
月20日（周六）将率先进行星锐挑战赛，以
及扣篮大赛、三分球大赛、技巧挑战赛三
个单项赛事的预赛；3月21日（周日）则安
排了全明星赛及三个单项赛事的决赛。

2021年是青岛市时隔两年之后、历史
上第二次举办CBA全明星周末。CBA联
盟将严格遵守山东省和青岛市的相关防
疫政策，严格执行防疫规定，全力保障参
赛教练员、球员、工作人员和球迷的健康
安全。

赵睿、郭艾伦领衔

CBA全明星周末将在青岛举行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2月27日消
息，国际篮联官方宣布，新西兰因新冠疫
情宣布退出男篮奥运落选赛，他们的位置
将由菲律宾替代。

国际篮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
在评估目前的情况，并会在晚些时候就新
西兰退出奥运落选赛一事作出进一步行
动。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不排除对新西
兰禁赛和罚款的可能性。

根据赛程安排，男篮奥运落选赛的开
打时间是6月29日-7月4日，共有24支球
队参加，分成 4 个赛区，每个赛区 6 支球
队。根据规则，每个赛区再分成A组和B

组，每组3支球队先进行单循环比赛，每组
前2名出线，紧接着与另一组交叉对位进
行淘汰赛。每个赛区，最终只有1支球队
能拿到东京奥运会门票。

新西兰队原本被分在塞尔维亚贝尔
格莱德赛区，他们在A组的对手分别是塞
尔维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

中国男篮也将参加奥运落选赛。中
国队的比赛地点是加拿大的维多利亚赛
区，与中国队同分在A组的是希腊和加拿
大队，该赛区B组三支球队分别是土耳其
队、捷克和乌拉圭队。本赛季CBA联赛结
束后，中国男篮将集训备战奥运落选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2月28日，西乙
联赛第27轮将展开争夺，西班牙人在客场挑
战希洪竞技。两支球队过去10次交手中，西
班牙人以5胜2平3负占据优势，他们已经连
续4场对阵希洪竞技保持不败。

在1月份经历了联赛4场3败后，西班牙
人进入2月份后状态有所好转，取得了2胜1
平的战绩，如果此役能够取胜，那么他们将有
机会升至积分榜首位。

2月份进行的三场比赛中武磊都未获得
出场机会，武磊已经连续10场联赛未能进入
首发阵容。在本场赛前发布会上主帅莫雷诺
表示，武磊是球队非常重要的一员，他对武磊
在训练中的一切都感到满意。

莫雷诺的这番话是否在暗示武磊此役将
会获得机会呢？在本赛季双方首回合较量
中，武磊用他精彩的表现帮助球队取得胜
利。那场对阵希洪竞技的比赛，算得上是本
赛季武磊的最佳一战。

希洪竞技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手，他
们仅落后西班牙人6分。本赛季希洪竞技在
已经进行的 13 个
主场比赛中，取得
了 8 胜 5 平的不败
战绩。面对赛季
主场不败的对手，
西班牙人能否在
客场终结对手？

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再战劲敌再战劲敌

武磊能否获得机会？

西甲
3月1日
04:00 比利亚雷亚尔VS马竞
3月2日
04:00 皇马VS皇家社会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2月27日晚，英
超联赛第26轮较量中，曼城在主场以2：1击
败西汉姆联队。在击败西汉姆联后，曼城获
得各项赛事20连胜，继续刷新队史和英格兰
顶级联赛自然年最长连胜纪录，各项赛事27
场不败（24胜3平）。单论英超联赛，曼城也
已取得14连胜。

值得一提的是，第 43 分钟，安东尼奥为
西汉姆联破门，自去年12月15日对阵西布朗
维奇以来，曼城在英超主场连续 629 分钟不
失球的纪录也宣告终结。

德布劳内此役送出本赛季的第 11 次英
超助攻，和凯恩并列欧洲五大联赛助攻榜首
位。这也是他在
英 超 联 赛 的 第
77 次助攻，排名
历史第十位，距
离第九位的贝克
汉姆只差3次。

本报综合消息 去年夏天，梅西一度想要
与巴萨解约，但被巴托梅乌强行留住，阿根廷
人的合同将于今夏到期。北京时间 2 月 27
日，《马卡报》指出，梅西如今更倾向于留在诺
坎普。

巴萨俱乐部内部
消 息 源 告 诉《马 卡
报》，梅西目前更倾向
于留队。《马卡报》明
确指出，梅西把竞技
前景看得比收入更重
要，他希望能在生涯
末期继续捧杯夺冠。
如果巴萨新主席能够
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
球队，那么钱对于梅
西而言不是问题。虽
然《马卡报》没有明
说，但这话显然意味
着梅西愿意为了提升
球队实力而降薪。

西媒西媒：：梅西更倾向梅西更倾向于留队

NBA昨日战报
步行者112：118凯尔特人
火箭111：122猛龙
国王110：107活塞
爵士116：124热火
太阳106：97公牛
快船119：99灰熊
老鹰109：118雷霆
黄蜂121：130勇士
开拓者93：102湖人
2月28日
08:00 骑士VS76人
08:00 森林狼VS奇才
09:00 鹈鹕VS马刺
09:00 步行者VS尼克斯
09:00 爵士VS魔术
09:00 掘金VS雷霆
09:30 独行侠VS篮网

国际篮联：新西兰因疫情退出奥运落选赛因疫情退出奥运落选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