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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本期销售总额：3462324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116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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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80631376元
本期本省销售额：335982元

中国福利彩票
“快乐8”游戏开奖号码

第2022271期

中奖号码:5 0 0

青海省销售总额：1383986元
开奖日期：2022年10月12日

3D兑奖当期有效。中奖者应当自开奖之日60个自然日内，持中奖彩票到指
定的地点兑奖。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22271期

尊敬的城馨天怡项目回迁安置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城馨天怡项目将于2022年10月13日至2022

年10月30日按照工作安排为回迁安置业主办理交房手续。交房期间
敬请各位回迁安置业主耐心等待电话通知，同时请各位业主相互转
告。

一、交房时间地点:上午9:00至下午17:00
城馨天怡营销中心

二、交房业主需携带资料：回迁安置相关协议、本人身份证，户口
本，结婚证等。本人不能到场的，需携带公证机关出具的委托书。被
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咨询电话：0971-8253013
特此公告

西宁农商投资建设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3日

交房公告
10月12日，全省首个劳动维权一站式服

务站点——城中区水井巷劳动维权法律服务
联合工作站正式揭牌。

近几年，随着城中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
区用工需求急剧增加，劳动关系趋于复杂化、多
元化，为拓宽联系服务群众渠道，提高劳动者维
权效能，结合水井巷周边产业结构多元、企业数
量多、劳动关系复杂敏感实际，城中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与区人民检察院、区总工会、区司
法局联合成立了“水井巷劳动维权法律服务联
合工作站”，延伸了检察、人社、工会、司法部门
服务民生工作触角，是一项创新工作机制、优化
营商环境、落实惠民政策的有力举措。

工作站位于城中区水井巷24号，打造工会
维权、劳动监察、法律援助、检察监督4个服务
阵地，将工作流程上墙公示，开通劳动维权投
诉举报咨询热线，为广大农民工、困难职工群
体提供更快捷的劳动维权咨询、劳动纠纷处

理、法律援助服务通道。建立沟通协调、信息
互通、联动受理制度，打造集咨询、援助、调解、
监察“四位一体”无缝对接维权模式，以行政调
解、人民调解、简易调解等多种柔性执法方式，
实现劳动纠纷“闭环式办理、一揽子调处、全链
条解决”，提高劳动纠纷案件处理效率。同时，
坚持需求导向，拓展服务功能，通过开展普法
教育宣传、解答政策咨询、检察监督劳动者权
益保护民事诉讼及执行案件、监督法律法规执
行情况等措施，保障劳动纠纷调解过程合法公
正，全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今后，“水井巷劳动维权法律服务联合工
作站”将建立健全更加充分、完备的劳动权益
保障机制，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体式、全方位、
全流程”的维权服务，推动劳动纠纷解决服务
从分散到集约、从单一到多元，最大限度地确
保劳动纠纷得到快速精准化解，助力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 (雷娜）

城中区水井巷劳动维权法律服务联合工作站正式揭牌
“一站式”解决群众劳动维权诉求

北京时间 10 月 12 日凌
晨，本赛季欧冠小组赛第 4
轮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争
夺，曼城和皇马提前出线，
而尤文图斯则处在被淘汰
的边缘。

G 组的争夺，曼城客场
0∶0 与哥本哈根战平，虽然
只获得 1 分，但因为同组多
特蒙德和塞维利亚战成1∶1
平，4 轮积 10 分的曼城领先
第三名塞维利亚多达 8 分，
而小组赛只剩下两轮，因此
曼城提前出线。不过最终
是以小组第一还是第二出
线，还要看后面两轮比赛的
结果。

F组的皇马同样本轮收
获一场平局，他们在客场和
顿涅茨克矿工 1∶1 战平，皇
马 4 轮比赛积 10 分排名第
一，莱比锡积6分排名第二，
顿涅茨克矿工积5分排名第

三，由于最后一轮顿涅茨克
矿工将和莱比锡交手，这两
队必有一队不能在剩下的两
轮比赛全胜，这意味着皇马
已经提前出线。

H 组中，大巴黎和本菲
卡也非常接近出线。本轮
比 赛 ，大 巴 黎 1∶1 平 本 菲
卡，两队积分都达到 8 分，
而尤文图斯客场 0∶2 输给
海法马卡比，4 轮比赛只获
得 3 分，落后大巴黎和本菲
卡多达 5 分，已经接近被淘
汰。E 组的局势则依然混
乱，AC 米兰主场 0∶2 输给
切尔西，遭到对手双杀。本
轮比赛后切尔西积 7 分，萨
尔斯堡红牛 6 分，AC 米兰
和萨格勒布迪纳摩都是 4
分，切尔西形势最好，但并
未确保出线，而其他 3 队也
都还有机会。

本报综合消息

美国媒体 10 月 12 日透露了勇
士队计划在下周完成与普尔的续
约，在格林与普尔之间冲突事件尚
未完全平息的时候，勇士队优先续
约普尔，让球队与格林是否提前续
约变得更加敏感与微妙。格林目前
尚未归队，他希望能给全队更多一
些空间。而格林何时才能回来，取
决于队友们特别是普尔的态度。勇
士队提前将大合同给了普尔，至少

可以让他在心理上得到安慰。
按照勇士队与普尔当初合同，双

方可以在10月18日前完成续约。普
尔在勇士队已经打出了身价，勇士队
自然不希望他离开，但球队愿意给普
尔提供一份什么样的续约合同，则是
外界非常关心的事情。最新消息显
示，勇士队愿意给普尔一份4年总价
1.3亿美元的大合同。如果最后确实
如此，那么勇士队很显然希望通过这

样的大合同表明自己的立场，球队将
普尔视为未来非常重要的球员。但
同时，这样等级的合同也正是格林希
望得到的。问题是勇士队面临着超
级奢侈税的巨大压力，他们给普尔提
供了大合同，未必还能给格林提供符
合他心理预期的续约合同。

格林与勇士队还剩下两年，
2022—2023 赛季是 2580 万美元 ，
2023—2024 赛季是 2750 万美元 。
但在明年夏天格林有权跳出合同，
成为自由球员。这无疑给勇士队出
了难题，是否提前续约格林，还是该
给他什么样的合同。

格林自然希望拿到顶薪合同，如
果这件事在格林与普尔的冲突之前，
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情况
并非如此，从目前勇士队球员们对于
此事表达的立场来看，格林逐渐成为
他们的对立面，这意味着他在勇士队
的角色已经不再是那个激励者。

格林在勇士目前的处境有些尴
尬，虽然他归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
回来后，他还能做回自己吗？他与
普尔之间的心结能真正意义上解开
吗？如果不能，那么他很可能就如
同外界断言的那样，他只会为勇士
队再打一年，然后去洛杉矶投奔詹
姆斯。 本报综合消息

再闹离队!姆巴佩潜在下家是谁
勇士计划续约普尔勇士计划续约普尔 格林何去何从格林何去何从

皇马曼城欧冠提前出线皇马曼城欧冠提前出线

北京时间10月12日凌晨，欧冠小组赛第四轮，巴黎圣日
耳曼1∶1战平本菲卡。姆巴佩本场比赛点球破门，这是他为
大巴黎攻入的第31个欧冠进球，他也因此超越卡瓦尼，成为
队史欧冠第一射手。赛后，姆巴佩当选欧足联官方评选的本
场最佳球员。在球场上不断刷新纪录，但是球场外的姆巴佩
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近来有关他想要离开大巴黎的传闻四
起，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这个年轻人和俱乐部的关系一直都很微妙，当人们都在津
津乐道于拥有MMN的大巴黎有多强大的时候，姆巴佩却总是
成为那个不安定因素。已经有多家法国和西班牙的媒体爆料
称姆巴佩和大巴黎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他一度和皇马无限接
近，却又在今年夏天选择留在大巴黎，然后再度爆出他想要离
队的想法。如此摇摆不定的态度，让大巴黎高层感到意外，但
更多的是反感。毕竟一个总是闹着要离队给高层施压的球员，
势必会牵扯一些不必要的精力，消耗自己以及团队的斗志。

在今年夏天没有成功得到姆巴佩的皇马，显然对此有些
失望，但对于皇马来讲，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表现总体是令人
满意的，完全不必要为了没有得到姆巴佩而感到持续的沮
丧。据西班牙媒体透露，皇马一直在关注姆巴佩的表现，但这
并不代表就一定要得到他，皇马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需要
建设球队。当姆巴佩再次陷入离队传闻时，不光皇马被看作
是潜在下家，还有消息称利物浦也没有放弃引进这位法国国
脚的想法。

现如今姆巴佩仍希望转会皇马，经历过这一段时光之后，
他想追寻“最纯粹的足球”。姆巴佩确实是当今世界足坛的佼
佼者，但他并没有像C罗那样的意志品质，更没有梅西的心态
那样平和，他似乎对利益的追求永无止境。虽然想加盟皇马，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能够夺得欧冠冠军。只不过，由于自身过
于重视利益化，追求了一些与足球本身不太一致的东西，最终
导致了这项计划的流产。到最后弄了个“里外不是人”，巴黎
圣日耳曼和球迷对他不满意，皇马也把他列为“失信名单”。

利物浦会成为姆巴佩下家吗？关键
要看他们需要向姆巴佩支付多少薪酬，
一亿多美元的年薪，这项“投资”风险，对
于利物浦队来说，将会十分冒险。姆巴

佩虽然年纪小，但无论走到哪
里，都要争个老大。在这样的
前提下，加盟利物浦后将萨拉
赫的位置呢？一山藏不了二
虎。其实就是姆巴佩的性格，

弄不好除
了进球，其
他方面很
难得到球
迷的认同。

这 两
家俱乐部

目前对姆巴佩的兴趣非
常有限，其余俱乐部更
是寥寥无几。其实在本
赛季法甲首轮的比赛
中，姆巴佩缺席了对阵
克莱蒙的法甲联赛揭幕
战，并不是像当时报道
的那样是因为伤病，而
事实上是与这位大巴黎
前锋和俱乐部之间的分
歧有关。大巴黎方面从
8月起就知道，姆巴佩的
精神状态是一颗定时炸
弹，并且可能会在未来
引发一场大爆炸。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