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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战报
广州队1∶2 武汉三镇
北京国安 0∶0 成都蓉城
河北队 2∶1 武汉长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30日，中国
男篮迎来了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首场
较量，中国男篮最终以 69∶76 惜败澳大利亚
队。本场比赛，周琦在多次面对包夹的情况下
贡献16分、17个篮板，郭艾伦得到12分，顾全
三分球7投4中拿下12分。尽管此役失利，但
是中国男篮的出线前景仍十分乐观。接下来
与中国台北的两次交锋，中国男篮只需赢下其
中1场，即可确保小组出线晋级第二阶段。

此役过后，已经提前锁定第二阶段的澳大
利亚队四战全胜依然稳居B组头名，中国男篮
以2胜1负排名上升一位，反超日本男篮位列
小组第二（胜一场积2分，输一场积1分），日本
男篮以1胜3负位居第三，中国台北队以0胜3
负小组垫底。

晋级第二阶段的12支球队将被分为2个小
组，第一阶段对阵过的球队在第二阶段不再交
手，第一阶段的交手战绩直接带入第二阶段。

虽然以一场失利开启了世预赛和亚洲杯
的征程，但对于这届中国男篮而言，本场比赛
积累的经验或许比胜负更重要。

就如杜锋教练在赛前所说的，“现在队伍
也处在新老交替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新
一届男篮的精神面貌。”

“第三阶段窗口期比赛，可能也是我们这
几个窗口期遇到最强的对手，澳大利亚在国际
篮联排在第三位，我们排在第二十九位。此
外，我们队人员不齐整，有些队员有伤病或者
去海外打球，不能加入到队伍中。”在赛前接受
采访时，杜锋说出了中国男篮的客观现状。这
也是为什么对阵澳大利亚的首场比赛中，杜锋
在12人大名单安排了6名后卫。而在锋线上，
出战本场比赛的顾全是大前锋位置上的“高炮
台”，付豪则是主打低位的另一位前锋，只有朱
俊龙算是纯粹意义上的小前锋。从这套阵容
不难看出，如今这支中国男篮的锋线并不算
强。

中国男篮锋线在对抗上的劣势也在比赛
中显得尤为明显——由于杜锋从开场就启用
三后卫，放弃了侧翼，身高上的不足让胡明轩
和孙铭徽先后在三分线外被对手封盖。而当
赵继伟尝试通过传球给杀入内线的胡明轩制
造机会时，对抗和身高上的劣势，也让中国男
篮错过了得分良机。

不过，杜锋对于三后卫的尝试也收获了不
少“惊喜”，灵活的运动能力让他们不时对澳大
利亚的传球进行干扰，郭艾伦在第一节的倒地
抢断就是三后卫在防守端强悍防守的一次缩
影。

当然，杜锋麾下的后卫群能够帮助中国男
篮紧咬比分，并且从比赛开始就在外线给澳大
利亚不断制造危险，除了在篮球转移上的速度
之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琦在内线的
牵制。

面对这支排名世界第三的澳大利亚男篮，
周琦不仅是中国男篮在球场上最大的威胁之
一，同时也是最熟悉对手的人。

上赛季，周琦就身披墨尔本凤凰队球衣在
澳大利亚NBL联赛征战。有意思的是，如今这
场世预赛第三窗口期比赛，正是在墨尔本东南
凤凰队的主场。

除了熟悉的球场，周琦对于这支参加世预
赛的澳大利亚男篮的阵容也颇为熟悉。这支
澳大利亚队以NBL联赛的球员为主，也正因如
此，从比赛一开场，周琦就是最快进入状态的
中国球员。

尽管在世预赛第三窗口期的首次碰面中，
中国男篮没能赢下比赛，但是这次失利也给中
国男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世预赛结束后，中国男篮将直接飞赴印
尼雅加达备战亚洲杯。由于中国男篮和澳大
利亚在亚洲杯处于同一半区，在淘汰赛阶段碰
面的机会很大，所以这次在世预赛交手可谓是
亚洲杯的预演。

为确保南山东路地下雨污水管网建设工

程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南山路（共和路至

民和路）实行分段封闭施工，现将具体事项通

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和路段
1.2022 年 7 月 2 日至 11 月 15 日，南山路

（民和路至湟中路）由东向西推进封闭双向中

间两个车道；

2.2022年8月2日至2023年3月31日，南

山路（共和路至湟中路）由西向东推进封闭双

向中间两个车道；

二、车辆绕行路线
1、必经车辆沿南山路南北两侧双向预留

的外侧车道通行。

2、途经车辆选择昆仑大道、夏都大街、凤

凰山路、湟中路、共和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3、附近单位小区出入车辆沿预留的车行

道正常通行。

4、沿线两侧不得停放任何车辆。

5、行人沿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

三、通行要求
施工期间，途经车辆提前择路，严格遵守

施工现场周边设置的交通标志等指示信息，

并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违反通行规定的将

依法处理。

特此通告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

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7月1日

关于南山东路地下管网项目建设期间
实行封闭施工的通告

为确保西宁市海湖路地下雨污水管网建

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海湖路两侧辅

道实行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和封闭区域

1、2022年7月2日至10月20日，海湖路

（海晏路至海湖桥南）封闭东侧两个车道；海

湖路（五四西路至海晏路南）封闭东西两侧

辅道。

2、2022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海湖路（昆仑西路至五四西路）封闭东西

两侧辅道。

二、车辆绕行路线

海湖路两侧辅道封闭期间，必经车辆沿

中心车行道双向通行，其他途径车辆选择新

宁路、冷湖路、五四大街、通海路等周边道路

绕行，沿线单位、小区出入的车辆按预留通

道通行。

三、行人通行方式

行人沿两侧人行道正常通行。

四、通行要求

施工期间，途经车辆严格遵守现场及周

边设置的交通标志等指示信息，并服从交通

警察的指挥，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依法处理。

特此通告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

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7月1日

关于对海湖路两侧辅道
封闭施工的通告

为确保建国大街地下雨污水管网建设工
程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对建国大街（七一路
至昆仑东路）实行半幅封闭施工，现将具体事
项通告如下：

一、封闭时间和路段
1、2022 年 7 月 2 日至 10 月 20 日，建国大

街（七一路至昆仑东路）西半幅全幅封闭施工;
2、2022年10月21日至2023年3月31日，

建国大街（七一路至昆仑东路）东半幅全幅封
闭施工。

二、车辆绕行路线
1、建国大街(七一路至昆仑东路）西半幅封

闭期间，必经车辆沿东半幅车行道双向通行。
2、建国大街(七一路至昆仑东路)东半幅封

闭期间，必经车辆沿西半幅车行道双向通行。

3、沿线单位、小区出入的车辆按预留的
通道通行。

4、途径车辆提前选择东关大街、七一路、
祁连路、花园南北街、共和路等周边道路通行。

5、施工路段不得停放任何车辆。
三、行人通行方式
行人沿两侧人行道及（地下通道）正常通行。
四、通行要求
施工期间，途经车辆提前择路，严格遵守

现场周边设置的交通标志等指示信息，并服
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依法
处理。

特此通告
西宁市城乡建设局

西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2年7月1日

关于建国大街地下管网项目建设期间
实行封闭施工的通告

中国男篮惜败出线前景仍乐观
男篮世预赛第三窗口期 今日 15：10 中国男篮VS中国台北男篮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6月30日凌晨，国米俱乐
部与切尔西俱乐部同时官方
宣布，卢卡库租借加盟国米。

新赛季，卢卡库将身披
国米 90 号战袍。此前据意
大利媒体报道，卢卡库的租
借合同为期一年，国米需要
为卢卡库支付800万欧元租

借费，此外，租借合同中还有
一定的奖金条款。

卢卡库的税后年薪将从
1200万欧元下降到800万欧
元，国米将承担其全部薪水。

与此同时，在下赛季结
束后，卢卡库仍然有可能继
续效力国米。《都灵体育报》
称，国米和切尔西有非正式

协议，在下赛季租借合同到
期后，国米仍然可能再租借
卢卡库一个赛季。

2024 年夏季，卢卡库可
能以 4600 万欧元左右的价
格被国米正式买断。

卢卡库现年29岁，上赛
季代表切尔西在各项赛事共
出战44场，贡献15粒进球。

国米宣布：卢卡库租借加盟球队库租借加盟球队

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29
日电（记者刘旸 陈浩）6月29
日，中国跳水队在2022布达
佩斯游泳世锦赛上迎来硕果
累累的一天，单日揽入3块金
牌，并将中国跳水队的世锦
赛金牌总数刷新至102枚。

在混合全能决赛中，全

红婵和白钰鸣夺得金牌。
在女子1米板决赛中，李亚杰
以300.85分夺冠。在混双3
米板决赛中，林珊/朱子锋以
324.15分夺冠，为中国跳水队
摘得当日第三枚金牌。

本届游泳世锦赛跳水
项目已决出 7 个项目冠军，

中国队无一失手，7 枚金牌
全部收入囊中。

又讯 北京时间 6 月 30
日，世界女排联赛保加利亚
站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中
国女排以 3∶0 横扫波兰队，
结束三连败，占据冲击总决
赛的绝对主动权。

游泳世锦赛：中国跳水队已跳水队已77金入账金入账

温网：郑钦文挺进女单单3232强强 王蔷惨遭淘汰王蔷惨遭淘汰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6月30日，2022年温网公
开赛女单第二轮争夺中，中
国球员郑钦文仅用时1小时
15 分钟，最终以 6∶4、6∶1 完
胜比利时球员米内恩，职业
生涯首次出战温网就跻身
32强，这也是她连续两项大
满贯赛事闯入第三轮。

随着郑钦文和张帅双双
晋级32强，这也是本赛季第
二次有两位中国选手同时杀
入大满贯第三轮（澳网公开
赛时，张帅和王蔷），也是时
隔三年再度有两位中国选手
同时杀入温网第三轮。

郑钦文将在第三轮面对
17 号种子莱巴金娜与安德

莱斯库之间的胜者。
当日，中国球员王蔷则

以5∶7、4∶6不敌英国选手沃
森，无缘女单32强。

世界女排联赛保加利亚站 今日 18：30 中国女排VS多米尼加女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