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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战东道主拒绝沙特爆冷要诀有三

世界杯

戈洛文+双胞胎攻击组合为关键

世界杯前瞻
莫斯科当地时间6月14日晚
6点，全球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将
在能容纳8万人的卢日尼基体育
场揭幕。面对实力往往被低估的
沙特阿拉伯队，东道主要想取胜
其实并非易事，要想拒绝“沙漠雄
鹰”爆冷，俄罗斯队必须做好以下
三方面，而22岁的天才中场戈洛
文和年轻的米兰丘克兄弟组成的
攻击组合很有可能成为俄罗斯队
取胜的关键。
第一，不轻视沙特、防好对手
重点球员。
尽管热身赛中难求一胜，但
来自亚洲的沙特队在西班牙新帅
皮济的带领下却渐有起色，加上
有10号萨赫拉维、18号多萨里和
8号谢赫里构成的技术流攻击线
很有威胁，在热身赛中已7场不
胜的俄罗斯队没有轻视对手的理
由。
沙特队在亚洲区预选赛中虽
然获得直接出线资格，但荷兰人
范马尔维克的执教令其在一定程
度上丧失了传统的技术流风格，
而随着智利队前主帅皮济的到
来，沙特队再次找回了技术流传
统，更多寻求从后场开始的层层
渗透。
在近期对意大利和德国队的
热身赛中，尽管均以1:2小负，但
沙特队的整体攻防很有起色，且
锋线上的萨赫拉维、穆瓦拉德和
中场多萨里、法拉杰和贾希姆等
都展现出不错的一对一能力，尤
其是在4231或4321阵型中踢左
前卫的多萨里和王牌前锋萨赫拉
维突破能力很强，需要备受伤病

俄罗斯队球员在训练中
打击、人员变化不停的俄罗斯防
线给予重点盯防。
俄罗斯队的后卫线隐患很大，
由于一系列伤病，主帅切尔切索夫
不得不临时召回已近39岁的老中
卫伊格纳舍维奇，而其三中卫的组
合一直换个不停，可能连切尔切索
夫自己都还在犹豫揭幕战中究竟
该派出怎样的首发中卫组合。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队的三中
卫体系速度偏慢且磨合较少，沙特
的多萨里和萨赫拉维有能力从中
寻求突破。而在国际足联排行榜
上，仅排在第70名的俄罗斯比沙特
队还要低三位，东道主更没有轻视
对手的理由。
其次，攻字为上！
俄罗斯队首战必须以积极进

攻为指导思想，在中前场用人上
不可保守。东道主毫无疑问想在
首战中从同组实力相对较弱的沙
特队身上全取三分，为小组出线
锁定必需的筹码，毕竟此后的埃
及队不好对付，而乌拉圭队更是
兵强马壮。然而，俄罗斯队主帅
切尔切索夫执教思路略偏保守，
倾向使用 3421阵型和两名防守
型后腰的俄罗斯在热身赛中表现
一般，未能充分发挥进攻威力。
对沙特队之战，正确的指导思想
是在阵型和用人方面倾向于进
攻，俄罗斯队有足够优秀的进攻
球员，只要对他们委以重任并发
挥出其进攻威力，则擒下沙特是
大概率事件。
第三，用好戈洛文和米兰丘

俄罗斯世界杯来了
不光能看比赛，
还可以买买买
2018年世界杯6月14日在
俄罗斯拉开大幕，四年一次的足
球狂欢盛宴即将上演。今年赴
俄的世界各国的球迷和游客不
仅可以在凉爽的天气里欣赏到
精彩的足球比赛，还能赶在打折
季期间扫货并享受到购物退税
的福利。
借助举办世界杯的东风，俄
罗斯今年上半年就开始在包括
11个世界杯赛事承办城市在内
的一些城市试行针对游客的增
值税退税政策。
从4月10日起，俄罗斯首先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索契和克
拉斯诺戈尔斯克市试点退税，随
后在伏尔加格勒、萨兰斯克、顿
河畔罗斯托夫、加里宁格勒、喀
山、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和叶
卡捷琳堡市启动第二阶段试
点。所有12个城市除莫斯科临
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外，其余
都是世界杯赛事承办城市。
俄罗斯酝酿出台购物退税
制已久，政府和高官几年前就表
态将启动试点退税，但这一政策
今年才正式落实。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试行购物退税的城市仅

指定商户才可以退税，例如莫斯
科市中心的中央百货商场和古
姆百货商场等购物中心，在其他
商家购物时需留意是否有退税
标识或询问店员。
俄罗斯增值税标准税率为
18%，扣除相关费用后，顾客实
际可获得10%至12%的退税。
俄罗斯一年有两次打折季，
夏季打折一般从7月开始愈演
愈烈，持续至8月底前后。除国
际品牌的衣服鞋包和化妆品，中
国游客还普遍青睐俄罗斯的琥
珀制品、紫金制品和传统手工艺
品，以及蜂蜜、糖果和巧克力
等。只是，购物退税政策目前只
能覆盖个别商家。
随着中俄友好关系的不断
深入，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主要
游客来源地之一。2017年，大
约150万中国人赴俄旅游。
截至目前，俄罗斯试点退税
工作进展顺利。为了吸引更多
游客光顾，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
部长曼图罗夫6日表示，工贸部
打算明年在全境推广这一政
策。届时，俄罗斯将迎来更多中
国游客。
（新华）

2026年世界杯最终花落加
拿大、墨西哥、美国三国，而第
五次提出申办的非洲国家摩洛
哥则再次失利。
6月13日在莫斯科会展中
心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8届大会
上，经过现场有投票资格的203
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的投票表
决，加、墨、美三国最终以134:65
票击败摩洛哥，赢得了2026年
世界杯足球赛的联合举办权，
其中有1票选择的是两边都不
同意，另有3票无效。
摩洛哥此前曾四次参与世
界杯的申办，但均以失败告终。
摩洛哥申办团队在现场的
宣讲真挚感人，他们突出的是
摩洛哥人对足球运动的巨大热
爱、距欧洲很近的地理位置优
势、更亲民的门票价格，但最终
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未
能进入预备的第二轮程序。
2026年世界杯将会有48支
队伍参赛，这对主办国将是一
个考验，从赛程设置、交通路线
到基础设施，都存在一定难
度。尽管摩洛哥承诺会大幅投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旅游

石狮假日国旅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人才市场

菲律宾国家电视台和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6月13日在菲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
剧场”开播仪式，4部被译制为菲律宾语的中国影视作
品近期将在菲国家电视台播出。
菲律宾新闻部长马丁 安达纳尔在开播仪式上说，
国家间思想、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十分重要，而“中国剧
场”的开播是增强菲中两国人民交流的重要一步。中
国电视剧《鸡毛飞上天》、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动画片
《大侠山猫和吉咪》和纪录片《马可 波罗——从历史走
入现代》即将通过该栏目与菲律宾观众见面。
据介绍，“中国剧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创设的
中国影视剧海外播出品牌，通过与对象国国家电视台
和主流媒体合作，在固定时间、固定栏目专门播出本
土语言译配的中国优秀影视作品。
（新华）

才华横溢的球员，年仅22岁的他
拥有远超这个年纪的球场气度，
他是整个球队的进攻策源地，球
一旦到了他脚下就会变得合理，
他的组织和梳理堪称大师级，但
戈洛文是典型的需要球权的球
员，在前腰位置上如果不能更多
得到球权，倒不如将其回撤至后
腰进行拿球组织，而如果出现在
前腰位置上的是扎戈耶夫或阿
米兰丘克，则这个阵容的整体攻
击力将更加强大。
《邪不压正》西安路演
阿 米兰丘克和安 米兰丘克
是俄罗斯队可以倚重的双胞胎进 彭于晏廖凡合作姜文受益良多
攻组合，效力于莫斯科火车头的
他俩是球队的双刃攻击线，22岁
的哥哥阿 米兰丘克擅长左脚，是
阵中最有撕裂对方防线能力的攻
击型前腰，他很有可能获得首发
位置，而弟弟安 米兰丘克则是擅
长突破和传中的右脚选手，他将
作为右前卫萨梅多夫的替补，有
望在打不开局面时上场，只是切
尔切索夫的换人时机不能太晚。
如果迟迟打不开局面，除了
戈洛文和双胞胎兄弟的进攻组合
外，俄罗斯队还可倚重的球员是
左前卫切里舍夫和高中锋久巴，
效力于比利亚雷亚尔队的前者是
姜文电影《邪不压正》将于7月13日全国公映。“正
日尔科夫的替补，有很强的左翼 是时候”全国路演行至西安，彭于晏、廖凡和学子倾情
突破和传中能力，而身高1.96米 互动，为当地高温再添一把干柴。两人谈及剧情秉承
的久巴则是泽尼特队的空霸，对 “保密原则”三缄其口，推荐这部新片时不遗余力。
于害怕空中球和冲击的沙特队来
活动现场，廖凡自曝第一次见彭于晏十分激动，因
说，久巴在斯莫洛夫打不开局面 为“别人都说我脸长，见到彭于晏发现脸比我还长。片
的情况下是很好的替补选择，擅 中扮演师兄弟的二人，展现出非凡默契。谈起剧情三
长抢点和头球的他能让两翼的传 缄其口，推荐起新片不遗余力，二人齐赞《邪不压正》是
中开花结果。
“硬汉电影”，并坦言与姜文导演合作受益良多。廖凡
综上，只要东道主做好以上 透露，戏中自己有一件皮大衣是专门从欧洲某个道具
三点，则揭幕战在12年来首进世 库租来的，货真价实是那个时代的军服。感慨导演“有
界杯的沙特身上取得开门红的希 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他不能容忍任何瑕疵。” （新华）
望很大。
（新华）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联合申办 2026 年世界杯成功

分类广告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 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
全 国 百 强 旅 行 社 （濠江海鲜酒楼内侧）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动车三日
游 天天发团
春秋游、国内游、境外游、
会议考察等，欢迎来电咨询
假日濠江路：83029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假日国旅
假日万佳店：88992289
文员、计调、导游员、丰田、
中巴司机（B1证、上岗证、
本地户籍）、A1证大客车驾驶
员15860931990

克兄弟，必要时使用空战解决问
题。
从热身赛的种种迹象来看，
切尔切索夫在揭幕战中将使用偏
于进攻的3421阵型，在门将位置
上阿金费耶夫将首发；后卫线上
伊格纳舍维奇将确定首发，其余
两人可能是库德里亚绍夫和斯莫
洛夫；在中场的两翼将由萨梅多
夫和日尔科夫两员老将担纲，而
双后腰基本是偏于防守的库兹亚
耶夫和佐布宁；在双前腰位置上，
效力于莫斯科中央陆军队的攻击
型中场戈洛文将占据一个主力位
置，而另一个位置将由扎戈耶夫
或阿 米兰丘克担任；单前锋为能
力全面的斯莫洛夫。
戈洛文是这支俄罗斯队最为

菲律宾国家电视台
“中国剧场”
开播

《一出好戏》8 月 10 日上映
黄渤分享首次执导感受

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
王迅、李勤勤、李又麟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
于8月10日全国上映。近日，在苏州开启了电影全国
路演的第二站，导演黄渤先后现身江苏科技大学和苏
州大学园区，分享电影创作中的轶闻趣事和首次执导
的思维变化，自嘲颜值不够最喜欢和王宝强同框，感
激张艺兴颠覆形象。互动环节，黄渤鼓励大家压力即
动力，要勇敢坚持喜欢的事，毕竟人生都是一出好戏。
首次执导电影，黄渤分享了自己的切身感受：“演
员是一个局部工作，但导演需要统筹所有灯光、摄影
和演员等，整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完成以后得到
的满足感也是不一样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导演
也是一个能力不够的时候，找有能力的人来分担压力
的人。”
（新华）

拍卖公告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右一）为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申办团
队代表颁发证书
入场馆、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 分，而摩洛哥只获得了5分中的
建设，但还是未能打动足够多 2.7分。在所有20项国际足联
的会员协会。
评估标准中，美、加、墨三国有
在此前国际足联的一份评 17项被评定为低风险，而摩洛
估报告中，加、墨、美三国的联 哥只在7项中被评为低风险，其
合申办在基础设施等方面比摩 余都被评为有中或高级别的风
洛哥有一定优势，三国在评估 险。
报告中总体上获得了5分中的4
（新华）

受委托，定于2018年6月21日（星期四）15:30，在石狮
市东港路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物：报
废车辆一批。
有意竞买者，须提供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
份证及福建省商务厅核发的《报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定
书》并加盖企业公章。请于2018年6月20日16:00时前到
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有关竞买手续，并缴纳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以汇款到账报名为准）。
咨询看样时间：2018年6月19日— 20日
联系地址：石狮市九二路539号新狮宾馆二楼
联系电话：0595-88768126
泉州市狮城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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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注 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兹有吴秀烨不慎遗失石
兹有石狮市英得时纺织
万里香食品厂诚聘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不慎遗
石狮市远达五金制品公司
于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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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4月3
0日开具的收
失中国农业银行石狮市支行
婚介服务
遗失声明 据，号码：0018102，金额： 灵秀分理处的开户许可证，核
采购
搬运安装工、普工、二氧 车间主任（急）、
员（急）、兼职设计、
保护焊工、持上岗证小

兹有石狮市翔龙傲宇五
金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吴文宪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7年4月30日开具的收
据，号码：0018100，金额：
76103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吴文宪不慎遗失石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2017年4月30日开具的收
据，号码：0018099，金额：
8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

:

45096元，特此声明作废。 准号：J3978000273601，特此
业务、曾坑坑前街1
车间普工。04号
刘大妈婚介88720835
兹有郭桂英不慎遗失石 声明作废。
货
车
司
机
、钣
金
折
板
地址：
狮世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13905059758 电话：88702718
于2018年4月2日开具的收
据，号码：0001235，金额：
刊登地址:长福小区安置房A2幢13号 刊登
290616元，特此声明作废。
闽南地产中介店（长福招商管理处对面） 请
兹有泉州市建帝服饰贸
服务热线：88727170
扫
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福建省
码
15159596888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
（预收），号码：00257565，特此
80万，明昇铂尔曼旁3
幢楼出售 洋下辅料市场整栋4
×2cm；
间整栋450万急售，世贸联排别墅2套960 ●每方块面积：2.5cm
声明作废。
香江路香江酒店
万。黄金海岸洋房1
6
0万，
黄金海岸带花园
旁1-6层出售。面积
边 ，店 面 3间 洋房300万，黄金海岸联排别墅430万，状 ●标准价格：1-5次，50元/方块；
01万可直接更名，金丘阳光城 6-10次，45元/方块；10次以上，35元/方块；
1200m2手续齐全 元府邸3房1
楼中楼+车位135万，每平方米仅4300元。 ●每方块内容限4
0个字以内，套红加收25%
18060019679 市郊多套厂房招租。15159596888

房产超市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