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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总公司：0971-8246777 8246007 8241777
海湖新区门市：0971-6328508 湟中门市：18997260568 通海门市：0971-2215889
大通门市：0971-2828432 民和门市：0972-8517376 乐都门市：0972-8631111
互助门市：0972-8395866 湟源门市：0971-2435129 湟源西关门市：0971-2439888

“夕阳红”新疆、东北旅游专列火热报名中，4月30日前交全款报名优惠400元/人，报名热线 0971-8246007 18997263365
A线：南北全疆空调专列深度13日游 2980元/起（发团：5月18日左右）
北疆喀纳斯、可可托海、五彩滩、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哈密回王府、五堡魔鬼城、十二木卡姆、吐鲁番葡萄沟、坎儿井；喀什古城、艾提尕尔大
清真寺、喀什大巴扎、阿图什、卡拉库里湖、阿克苏、温宿大峡谷、刀郎部落、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
B线：北戴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长白山/沈阳空调旅游专列15日游 2880元/起（发团：5月16日左右）

“夕阳红”精品火车、动车旅游线路，定期发班，咨询电：0971-8246777 8241777 18997266165
1、华东全景—双卧10日游 2980元/人
（扬州、杭州、上海、苏州、镇江、无锡、南京、绍兴、宁波、舟山、瘦西湖、金山寺、奉化溪口、蒋介石故居、普陀
山、乌镇）
2、浙江全景纯玩双卧9/10日游 2980元/人
（杭州、绍兴、舟山群岛、朱家尖、宁波、普陀山、普济寺、不肯去观音院、溪口、雁荡山、灵岩、灵峰、西湖、西溪
湿地、茅家埠）
3、贵州全景双动10日游 3180元/人
（天眼、毕节百里杜鹃、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小七孔、镇远古城、梵净山、织金洞、黄果树瀑布、兴义万峰林、马
岭河大峡谷）
4、广东全景（13城1湾1岛）纯玩双卧15日游 3580元/人
（畅游韶关、广州、肇庆、开平、珠海、南沙、中山、佛山、深圳、东莞、惠州、汕头、潮州、巽寮湾、南澳岛）
5、陕西全景纯玩双动5日游 2099元/人
（兵马俑、博物馆、钟鼓楼广场、回民街、大雁滩广场、大唐芙蓉园、大唐不夜城、壶口瀑布、南泥湾革命旧址、
杨家岭革命旧址、靖边波浪谷、延安宝塔山、甘泉雨岔大峡谷）
6、山西+陕西纯玩双动8日游 2580元/人
（西柏坡、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平遥古城、王家大院、壶口瀑布、延安杨家岭、枣园、1938街区、兵马
俑、华清宫、汉城湖景区、永兴坊、大雁滩广场）
7、三峡——美维凯琳（五星纯玩）豪华游轮火车7日游 3199元/起
（武汉黄鹤楼、长江三峡、巫峡、瞿塘峡、西陵峡、宜昌三峡大坝、两坝一峡、船观葛洲坝、三峡升船机、船过三
峡大坝、奉节白帝城、丰都鬼城、重庆磁器口、洪崖洞、解放碑）
8、坐着火车去拉萨——圣地拉萨+藏东林芝双卧2580元/人 +藏源山南环游9日游 2899元/人

9、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双卧12日游 2180元/人
10、贵州+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双卧 13日游
2680元/人
11、恩施纯玩五星——女儿城、大峡谷、土司楼棱布垭.
地心谷双卧7日游 2880元/人
12、湖北全景——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三峡大坝、
恩施大峡谷纯玩双卧13日游 3780元/人
12、江南全景——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宁波、
奉化溪口、绍兴+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980元/人
14、四川环游——武侯祠、锦里（黄龙）、都江堰、熊猫乐
园、九寨沟、红军长征纪念碑、峨眉山、乐山大佛10日
游 2299元/人
15、南宁、巴马、田阳、古龙山、德天瀑布、北海、桂林、阳
朔、漓江双卧12日游 3080元/人
16、太原、河西头地道战、五台山、云冈石窟、悬空寺、平
遥古城、乔家大院、壶口瀑布双动7日游 2780元/人

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6117649 6117648 24小时：19809740878 13997159223 13897431294
报名地址：力盟步行街101大厦9层1093号

青海湖金银滩1日 24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1日 340元/人 青海湖茶卡盐湖2日 580元/人
西安汽车5日 4月30日5月1/2/3日 599元/人起 九寨沟黄龙汽车4日 4月30日/5月1/2/3日 799元/人
张掖七彩丹霞平山湖大峡谷双动2/3日 4月24日/5月1日 680元/人起
茶卡盐湖翡翠湖东台吉乃尔湖雅丹察尔汗盐湖双卧4日 4月30日 1580元/人起
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东台吉乃尔湖雅丹阿克塞茶卡盐湖双卧4日 4月30日 2180元/人起
宁夏沙湖贺兰山岩画沙坡头腾格里大漠水洞沟西夏王陵双卧4/5日 4月23日-5月1日 1080元/人起
祁连卓尔山俄堡古镇马蹄寺平山湖大峡谷大佛寺汽车3日 4月23/28/30/5月5/7日 880元/人
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嘉峪关张掖双动3/4/5日 4月23-30日 1580元/人起
崆峒山沙坡头永泰古城青城古镇景泰黄河石林汽车4日 5月1日 1698元/人
武威温泉文庙天梯山石窟张掖外星谷平山湖大峡谷汽车4日 5月1日 1999元
甘南郎木寺桑科草原扎尕那拉扑楞寺郭莽湿地汽车3日 4月23/27/30日 699元/人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提供上门服务，赠送精美礼品!

联系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地址：黄河路9号木桥花园（弘才兴安居10楼2室）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属于您的旅游精品路线

井冈山+庐山+黄山+婺源+景德镇+潘阳湖双飞8日 278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 1750元 宁夏双卧4日 1080元
黄果树+荔波小七孔+西江苗寨+镇远古镇双飞6日 2180元 +桂林双飞10日 3080元 甘南汽车3日 699元
五台山+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乔家大院+晋祠双卧6日 1980元 上海+杭州+扬州+乌镇+南京双飞6日 208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6日 17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 1950元 崆峒山汽车2日 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 2680元 厦门+安华土楼+鼓浪屿+武夷山+集美学村双飞7日 1500元
张家界+袁家界+天门山+黄龙洞+湘西苗寨+凤凰古城双飞6日 2750元 青岛+蓬莱+威海+烟台双飞6日 2050元
湖北全景/黄鹤楼+武当山+神农架+恩施+三峡大坝+襄阳古城双飞8日 2680元 重庆+武隆双卧5日 1800元
拉萨+林芝+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错双飞7日 2180元 九寨汽车4日 599元 青海3/4/5/6日 1050元起
新疆南北疆全景专列/乌鲁木齐+喀纳斯+天山天池+吐鲁番+魔鬼城+喀什+阿克苏+坎儿井+五彩滩13日 2980元

新华社巴黎4月20日电（记者肖
亚卓 张薇）在 12 家欧洲豪门共同宣
布创立超级联赛仅仅不到48小时之
后，这个联赛计划可能将在各方的

“弹压”下胎死腹中。
20日晚，曼城俱乐部率先宣布已

经启动相关程序，将退出超级联赛。
数小时后，曼联、利物浦、阿森纳、热
刺和切尔西另外五家英超俱乐部也
宣布了同样的决定。

超级联赛12家创始俱乐部，数小
时内失掉“半壁江山”！目前只剩下
西甲的皇马、马竞、巴萨以及意甲的
尤文图斯、AC米兰和国米，压力也全
落在了这六家俱乐部身上。

然而在英超球队集体宣布退出
后，意甲球队也准备退出。国米俱乐
部表示，他们即将退出欧洲超级联
赛。国米宣布退出后，AC 米兰用委
婉的方式宣布退出。随后，尤文图斯
也用间接的口吻宣布退出。

此外，西甲的马竞俱乐部宣布正
式退出。巴萨主席拉波尔塔则发表
声明称，巴萨不会加入欧洲超级联
赛。

作为首届超级联赛主席，皇马
“掌门人”弗洛伦蒂诺毫无疑问是最
焦头烂额的那一个。就在20日白天
接受采访时，他态度还极为强硬，表
示创立超级联赛之举是为了“拯救足
球”，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球员
因此被禁止参加国家队比赛。

然而，一天之内形势急转直下。
欧足联当天召开大会，包括欧足

联主席塞弗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
诺甚至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纷纷发
声，旗帜鲜明地反对成立超级联赛。

成立超级联赛的主要原因就是
豪门俱乐部与欧足联在利益分配方

面存在分歧，针对的也主要是欧足联
旗下的欧冠联赛。塞弗林愤怒地称
超级联赛是一项“纯粹出于贪婪的目
的，可耻而自私的”方案。当然，他也
告诉俱乐部们说“现在退出还来得
及”。

因凡蒂诺则说：“如果这些俱乐
部非要一意孤行，那么他们必须准备
好承担这一选择带来的后果。”

而巴赫形容超级联赛“无视体育
的价值，也忽视了疫情下我们真正的
需求”。

为什么是英超六强最先退出？
这与英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不无关
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多个
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欧足联的坚决支
持，甚至“威胁”称英国将从法律层面
对超级联赛加以限制。除了自上而
下的压力，球员、教练员的反对声音
也不可忽视。不仅有已经退役的名
宿如温格、贝克汉姆、莱因克尔等对
超级联赛提出质疑，甚至连曼城现任
主帅瓜迪奥拉也不认可超级联赛。

当然，还有球迷。在当天切尔西
与布莱顿的英超比赛前，上千球迷聚
集在斯坦福桥球场外抗议超级联赛
计划，甚至需要切赫出面与球迷沟
通，才让球队的大巴入场。比赛还未
开始，就已经有英国媒体纷纷爆料，
切尔西已经后悔了！

明面上的反对浪潮已经让这 12
家豪门俱乐部倍感压力，可以想见，各
方在台下的较量也一定足够“精彩”。

从直接结果上看，欧足联似乎是
“斗法”胜利的一方。然而，即便超级
联赛计划最终“破产”，也并不意味着
豪门俱乐部与欧足联在利益冲突上
的分歧能马上消失，未来一段时间
里，各方博弈仍将继续。

多家俱乐部退出致欧超破产

新华社苏州4月21日电（记者岳冉冉 牛梦彤
韦骅）东京奥运会女足比赛分组抽签21日揭晓。中
国女足与巴西、荷兰、赞比亚同分到F组。主教练贾
秀全表示，全队从即刻起进入奥运时间。“我们不只
是去参与奥运会，我们还有梦想！”

分组抽签仪式在苏黎世国际足联总部进行，抽
签结果为：日本、加拿大、英国、智利抽入E组；中国、
巴西、赞比亚、荷兰进入F组；瑞典、美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来到G组。对于这一结果，贾秀全表示，事先
并没有“避开美国”的期待值，不管抽进哪个组，面
对哪些对手，都会好好备战。

贾秀全认为，同组三个对手是三种类型，都很
强，都不可小视。“荷兰排名世界第三，巴西经验老
到，赞比亚是非洲新锐，对我们来说，认真准备好每
场比赛是关键。比赛不是想出来的，是需要我们的
团队，我们每个人通过付出和努力拼出来的。”

贾秀全表示，有了对手，就有了针对性，抽签仪
式后，全队将进入奥运备战节奏，各种详细和严密
的计划、安排、分工都将出台，包括比赛地的天气、
湿度、温度等细节都会考虑。

根据奥运会赛制，除了每组前两名，三个小组
中成绩最好的两个第三名同样将晋级八强。针对
网友“女足已经一只脚迈进八强大门”的说法，贾秀
全回应：“正因为球迷有美好期待，我们更不敢有丝
毫大意，如果想走得更远，需要做更艰苦的准备。”

中国女足将于 7 月 21 日在日本宫城首战巴西
队；7月24日在宫城对阵赞比亚女足；7月27日转战
横滨，对阵荷兰女足。

“我们不只是去参与奥运会，我们是有梦想
的。”贾秀全说，“姑娘们也想借东京奥运会舞台展
现自己。我也希望她们能展现出新一代女足的技
术能力、战术能力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新华社柏林4月20日电 德甲联赛第30轮20日
展开较量，本赛季长期在积分榜上垫底的沙尔克04
在客场以0：1不敌比勒费尔德后提前四轮降级。拜
仁在主场以2：0战胜勒沃库森，离连续第九次夺冠
近在咫尺。

面对为保级而苦战的本赛季“升班马”比勒费尔
德，沙尔克04依然一胜难求。第50分钟，沙尔克04
队员在后场带球被断，比勒费尔德前锋克罗斯一脚
远射打入制胜一球。最终，沙尔克04遭遇本赛季第
21场失利而铁定降级，这也是球队在俱乐部历史上
第四次降入德乙。

拜仁则凭借比赛开始阶段的两粒入球完胜勒沃
库森。第 7 分钟，穆勒在门前垫射被门将挡出，舒
波·莫廷补射入网。6分钟后，勒沃库森球员解围不
力，基米希在禁区线上迎
球怒射扩大比分。

又讯 北京时间 4 月
21 日凌晨进行的英超联
赛第32轮较量中，切尔西
在主场以 0：0 战平布莱
顿，此役过后，切尔西重返
积分榜前四。

4月23日
18:00 河北队VS武汉队
20:00 上海申花VS北京国安

CBA半决赛第二场 今日 19:35 山东VS广东

NBA昨日战报
魔术96：112老鹰
黄蜂97：109尼克斯
篮网134：129鹈鹕
快船113：112开拓者
森林狼134：120国王
4月22日
07:00 公牛VS骑士
07:00 雷霆VS步行者
07:00 太阳VS76人
07:00 篮网VS猛龙
07:00 勇士VS奇才
08:00 老鹰VS尼克斯
08:00 爵士VS火箭
08:30 活塞VS独行侠
08:30 热火VS马刺
10:00 灰熊VS快船
10:00 掘金VS开拓者
10:00 森林狼VS国王

意甲
4月23日
00:30 罗马VS亚特兰大
02:45 那不勒斯VS拉齐奥

西甲
4月23日
01:00 马竞VS韦斯卡
04:00 巴萨VS赫塔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21 日，CBA 季后
赛辽宁与浙江展开半决赛的首场较量，赵继伟在开
局4分钟就砍得10分率队早早取得领先，辽宁队用
团队攻势持续压制浙江队保持两位数领先优势，并
在末节一度扩大 25 分优势，浙江虽然顽强追分仍
无力翻盘，最终辽宁以119：103轻取浙江，从而以总
比分1：0领先，占得先机。

辽宁男篮全队有7人得分上双，郭艾伦砍下16
分、10 次助攻和 5 个篮板，赵继伟命中 5 记三分砍
下 21 分、4 个篮板和 3 次助攻，韩德君得到 16 分、7
个篮板；浙江男篮全队有 5 人得分上双，朱旭航命
中7记三分砍下27分，吴前得到18分和9次助攻。

中国女足避开四冠王首战巴西

沙尔克04提前四轮降级

拜仁迈向九连冠

新华社伦敦4月20日电（记者张薇）还不曾登顶
世锦赛的中国斯诺克名将丁俊晖20日又一次起步
即刹车，首轮战至决胜局最终以9：10不敌宾汉姆，
未能晋级16强。

另一名中国选手吕昊天
当日同样止步，以2：10不敌13
号种子艾伦。这意味着征战
今年世锦赛正赛的五位选手
中仅有颜丙涛独自闯入16强。

34 岁的丁俊晖至今已
拿下14个排名赛桂冠，但世
锦赛赛场始终不算如意，最
好成绩为2016年的亚军。

本次再战谢菲尔德遭遇
前世锦赛冠军宾汉姆，19日
1：3落后开局的丁俊晖在首
节 结 束 前 将 比 分 反 超 为
5：4。20 日两人继续纠缠
至 9：9 后被迫让出球台，间
歇后宾汉姆最终凭借单杆
70分的表现拿下决胜局。

斯斯诺克世锦赛诺克世锦赛

丁俊晖首轮决胜局落败

辽宁轻取浙江抢占先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21日，中超联赛首
轮继续进行较量，青岛队迎战沧州雄狮。上半场，青
岛队率先完成破门，替补出场的朱建荣助攻周俊辰
抽射破门打破僵局。下半场，迪奥曼德扳平比分，拉
多尼奇世界波帮助球队再度领先，最终青岛队以2：1
战胜沧州雄狮。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
场比赛中，深圳队以2：1战
胜河南嵩山取得开门红。

中超中超：：青岛青岛、、深圳首战告捷深圳首战告捷
今日 18:00 大连人VS长春亚泰 20:00 天津津门虎VS上海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