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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期销售总额：6188668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16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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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46109924元
本期本省销售额：1644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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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4 3 7

青海省销售总额：9240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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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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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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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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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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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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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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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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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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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17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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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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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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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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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408720

0

99994
0
0
0

172
0
0

0
110
0
0
0

208
0
19
0
0
0
0

中奖总金额：5092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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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昨日战报
青岛 117:97 福建
广东 106:97 江苏

3月6日
11:00北京 VS 新疆
12:00深圳 VS 吉林
15:30上海 VS 辽宁
19:35山东 VS 广厦
20:00四川 VS 广州

NBA昨日战报
快船117：119奇才
猛龙125：132凯尔特人
活塞104：114尼克斯
掘金113：103步行者
雄鹿112：111灰熊
热火103：93鹈鹕
雷霆107：102马刺
国王119：123开拓者
勇士98：120太阳

英超
3月6日
20:30伯恩利VS阿森纳
3月7日
22:00利物浦VS富勒姆
3月8日
00:30曼城VS曼联
03:15热刺VS水晶宫
3月9日
02:00切尔西VS埃弗顿
西甲
3月7日
04:00奥萨苏纳VS 巴塞罗那
23:15 马德里竞技VS皇家马德里
意甲
3月7日
03:45尤文图斯VS 拉齐奥
19:30罗马VS 热那亚
22:00维罗纳VS AC米兰
3月9日
03:45 国际米兰VS 亚特兰大
德甲
3月6日
22:30门兴格拉德巴赫VS勒沃库森
22:30柏林赫塔VS奥格斯堡
3月7日
01:30拜仁慕尼黑VS多特蒙德

本报综合消息北京时间 3 月 5 日凌
晨，意甲联赛第25轮，国际米兰凭借着桑
切斯的梅开二度，2：1战胜帕尔马，取得
联赛6连胜。同时，他们的联赛积分达到
59分，以6分优势在联赛积分榜上领跑。

国米国米66连胜连胜66分领跑分领跑

国足40强赛赛程
6月3日
中国VS马尔代夫
6月7日
中国VS菲律宾
6月11日
关岛VS中国
6月15日
中国VS叙利亚

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职业足球正处于重整阶段，而中国
足球也即将要面临两项重要任务：冲击女足奥运会资格和
男足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资格。日前，亚足联已经确定了
女足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中韩两回合的赛期和赛地，男足40
强赛的最后四轮也敲定了赛程。

中国女子“三大球”能否会师东京奥运？

3月3日，亚足联官方宣布东京奥运会女足预选赛中韩
两回合附加赛，将分别于4月8日在韩国高阳体育场、4月
13日在中国苏州奥体中心进行。

去年2月，贾秀全率领的中国女足在澳大利亚进行的奥运
会女足预选赛中获得B组第二名，最终要与韩国女足进行两回
合附加赛，胜者将获得晋级今年东京奥运会女足决赛圈资格。

去年女超联赛结束后，贾秀全率领中国女足从11月到
今年1月共进行了三期集训，苏州的太湖训练基地成为中
国女足长期集训的场地。正因为如此，苏州最终成了承接
中韩附加赛次回合的主办地。

继2019年的女足世界杯之后，东京奥运会是贾秀全执
掌中国女足帅印以来面对的第二项国际大赛，目标是杀入
决赛圈。受疫情影响，去年2月的预赛，头号球星王霜无法
参战降低了中国女足的战斗力。王霜回归中国女足后，她
将与唐佳丽组成亚洲一流锋线，这为中国女足取胜增加了
砝码。目前，贾秀全在苏州正紧锣密鼓为中国女足的冲刺
备战，最终敲定参加中韩附加赛的20人报名名单。

此前，中国女排与中国女篮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
券”。中国女足这次两回合附加赛拥有先客后主的优势，加
上主力阵容更完整、磨合时间更长，相对来说应有较大胜
机。现在，就看贾秀全能否率领中国女足过关，最终实现中
国女子三大球会师东京。

“铁家军”6月战役主场争全胜

与中国女足相比，李铁领军的中国男足国家队今年的
任务更为艰巨。只有国足从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晋级12
强赛，中国足球的发展大环境才能获得有利的修复条件。

2019年40强赛A组前6轮战罢，叙利亚以15分高居该
组榜首，国足以7分居次席。根据赛制，40强赛8个小组头
名和6个成绩最好的第二名将晋级12强赛，而国足必须在
最后4轮全胜才能确保晋级。

具体到国足所在的A组，亚足联已确定最后4轮的赛
程，安排在6月3日、7日、11日、15日进行，这意味着国足将
面临隔3天打一场比赛，连续打4场的“魔鬼”赛程。同时，
按改变后轮次，国足将按照“弱-强-弱-强”的节奏对赛，整
体备战策略肯定会有调整。

至于 40 强赛各组的比赛地点，亚足联目前还没有公
布，原则上是维持主客场，但各组的队伍也可以自行商定采取
赛会制。中国足协去年就已向亚足联启动了把40强赛放在
国内采取赛会制方式进行的申办工作。中国足协也积极和
同组的其他四队所属国的足协进行了沟通，目前基本取得了
各国足协同意来华作赛的答复。届时中国足协会把40强赛
放在国内哪个城市举办？日前苏州媒体曝出苏州赛区很有
可能成为承办城市。

不论赛程和赛区如何变化，李铁和国足全体将士如今
都把杀入12强赛作为必须完成的目标任务。去年以来，李
铁率国足已经展开多期集训，今年1月也在海南进行过一
期最新的集训。对于李铁来说，上任一年多最大的问题自

然是没有打过正式的国际热身赛，集
训期间对阵多支中超球队取胜并不具
备参考性。据悉，国足会在 3 月中旬
展开新一期集训，包括阿兰、费南多、
蒋光太等多名归化球员可以参与集
训。新赛季的中超联赛预计第一阶段
到 5 月 17 日左右暂停，国足则于 5 月
20日展开最后40强赛前的冲刺备战。

中国男女足这次如何突围？

本报综合消息 从史上最佳到史上
最差需要多长时间，克洛普的答案是 8
个月。

去年六月底，利物浦创造了英超最
快的夺冠纪录（提前7轮），而在3月5日
凌晨，在安菲尔德0：1输给切尔西后，克
洛普的球队排名已经跌出欧战区，降至
第七……

而主场 5 连败更是利物浦建队 129
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是英格兰顶级
联赛历史上首支主场五连败的卫冕冠
军。

没有一个卫冕冠军能下滑这么快
“不是说切尔西表现得有多好，是

我们犯了错误，一个进球杀死了比赛。”
赛后站在场边接受采访的克洛普

表情挣扎，甚至需要深深吐出一口气才
能艰难地复盘比赛——的确，尽管不服
气，但这样一支利物浦让他自己都有些

无所适从。
过去 5 个主场比赛，利

物浦连续输给了伯恩利、布
莱顿、曼城、埃弗顿和切尔
西，不管联赛领头羊还是接
近降级区的保级队似乎都
能在利物浦的地盘上作威
作福，卫冕冠军已经显得毫
无底线可言。

事实上，进入 2021 年
后，利物浦在主场只取得 1
个积分，打进的唯一一球还
是点球，这两项数据在英超
统统排名垫底，其他球队得
分最少的也达到了4分。而
5 连败比克洛普之前执教
100 场的主场输球数还多 1
次……

此外，利物浦近11轮联
赛仅拿到10分，同期仅高于
西布朗(9 分)、纽卡斯尔(7
分)和南安普敦(4分)。

一顿尴尬操作之后，利
物浦前27轮只拿到43分，比上赛季同期
少了36分，在英超历史上从未有一支球
队在夺冠之后的第二个赛季可以下滑
那么多。

高位逼抢失去了底气
这支利物浦到底怎么了？按照主

教练的话说，球队犯了一个错误让对手
抓住而已，但全场数据显示，利物浦射
门 7：11，射正 1：6，控球率也不过 54%，
这支球队既没有威胁也防不住。

考虑到近 12 场联赛他们上半场只

打入1球，利物浦似乎已经忘记了如何
去主导比赛。

必须承认，利物浦本赛季遭遇了严
重的伤病，目前为止有超过10名一线队
球员受伤，球员缺阵的总场次已经达到
157场，位列英超所有球队的首位，伤病
过多也限制了整支球队自始至终保持
高压的能力。本赛季利物浦一共启用
过多达18个中卫组合——可以说，后防
的不稳定很大程度造成了利物浦当下
的颓势。

后防不力，进攻端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一贯的高位逼抢失去了底气，利物浦
很难发挥过去的攻击力，目前三叉戟中也
只有萨拉赫还保持着过去的水准。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历了上赛季的
状态巅峰后，利物浦整体上都在走一个
下滑的趋势。

本赛季第4轮，利物浦匪夷所思的
2：7被维拉屠戮，彼时阵容齐整，范戴克
也在队内。在英超，卫冕冠军的比赛向
来不好踢，回顾过去 10 个赛季的英超
——曼城、曼联、切尔西、莱斯特城和利物
浦都轮流坐庄，但能够卫冕一次的只有曼
城。

翻看目前积分榜，利物浦仅排名第
七，排在第5的“死敌”埃弗顿比利物浦
少赛1场却领先3分，热刺落后利物浦1
分但也是少赛1场，如果利物浦继续下
滑，排名甚至将跌到中游……

又讯 北京时间3月5日凌晨，热刺
在“伦敦德比”中客场1：0小胜为保级而
战的富勒姆。自去年 11 月以来首次在
英超赛场实现连胜。

从英超历史最佳到“129年最差”

利物浦只花利物浦只花了了88个月个月

菲尔米诺遗憾捂脸菲尔米诺遗憾捂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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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知识问答（之六）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1.哪些退役军人可以优先安置？

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转业

军官、安排工作的军士和义务兵，由机关、群

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接收安置。对

下列退役军人，优先安置：（一）参战退役军

人；（二）担任作战部队师、旅、团、营级单位主

官的转业军官；（三）属于烈士子女、功臣模范

的退役军人；（四）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

特殊岗位服现役的退役军人。

2.退役军人家属就业和子女入学有哪些

规定？

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加强拥军优属工作，为军人和

家属排忧解难。符合条件的军官和军士退

出现役时，其配偶和子女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随调随迁。随调配偶在机关或者事

业单位工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

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单

位；随调配偶在其他单位工作或者无工作

单位的，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就业指

导，协助实现就业。随迁子女需要转学、入

学的，安置地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

予以及时办理。同时规定：下列退役军人

的随迁子女，优先保障。（一）参战退役军

人；（二）属于烈士子女、功臣模范的退役军

人；（三）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或者特殊岗

位服现役的退役军人；（四）其他符合条件

的退役军人。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全面组织开展“学习百年党史、我为群众群众
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国网西宁供电公司第
一时间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第58
个“学雷锋日”来临之际，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共建温暖社区”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阿姨，您了解一下我们网上国网APP，交
电费很方便的，还能查每月的用电量。”“叔叔，
我来教您怎么操作。”当日，西宁公司“擎旗三
江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和国网青海电力三江
源（西宁电靓夏都）共产党员服务队城西分队
联合中电财青海业务部，来到毛胜寺社区阳光
丽景小区，开展用电安全检查行动、安全用电
知识宣传并对社区内空巢老人开展慰问活动。

在小区内，“擎旗三江源”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向小区居民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向居民发放
家庭安全用电手册，解答居民家庭用电疑问。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了解。在现场，志愿者们仔

细询问居民关于用电安全、用电缴费等问题。
在现场询问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在了解到他们
缴费只能到营业厅后，志愿者们手把手教老人
如何通过网上缴费、在网上了解用电服务，让
他们也享受到智能时代的便利。同时，志愿者
们走进社区五位空巢老人家中，仔细询问他们
的身体情况，向他们表达志愿者的关心关爱，
并排查了家中用电安全隐患，最后还为他们送
上慰问品及生活用品。

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西宁电靓夏都）共
产党员服务队城西分队队员对毛胜寺社区内
老旧小区用电线路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对
发现的缺陷及时进行整改，保障社区生产生
活用电安全。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雷锋精神，处处可
为。该公司团委副书记朱宁说：“本次学雷锋
活动有效促进了公司作为省级文明单位与联
点帮扶社区的交流共建，也提升了公司广大
团员青年学习和发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争当
雷锋精神传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开展“学雷锋”主题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