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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 第2018092期：
06 10 16 19 24 33 + 16
15选5 第2018214期：03 04 06 07 13
3D 第2018214期：8 8 1

6+1第18091期：8 8 9 9 8 9 5
20选5第18214期：03 07 11 13 15
排列5第18214期：8 1 7 9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即将于18日在雅加达拉开帷幕的第18届
亚运会上，韩国派出包括807名运动员在内的超
千人强大阵容，将参加除去桥牌项目外的其他
全部39个项目的角逐。7日，韩国文化体育观
光部和大韩体育会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行亚
运会体育代表团组团出征仪式，韩国体育大学
校长金晟祚任团长。整个体育代表团将于15日
启程出征雅加达。

韩国代表团为此次亚运会制定的目标是斩
获65枚金牌，金牌榜蝉联第二位。如果这一目
标实现，这将是韩国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之后
连续第六次获得金牌榜亚军之位。

大韩体育会会长李起兴表示，韩国代表团
将力争在射箭、跆拳道和柔道等传统优势项目
上摘取39枚以上金牌，在高尔夫、手球和举重等
比赛中获得19枚以上金牌，在田径和游泳等项
目上取得7枚以上金牌。

本届亚运会另一大亮点是随着朝鲜半岛局
势持续缓和与韩朝各领域交流日趋活跃，韩国
将与朝鲜代表团将在本届亚运会开、闭幕式上
再次持朝鲜半岛旗、在阿里郎的背景音乐中共
同入场。

此外，韩朝将在篮球、龙舟、赛艇三个项目
上组成联队，以“COR”的缩写代号参加奖牌争
夺。这也是继韩朝在2月举行的平昌冬奥会组
成女子冰球联队后，再次在国际综合性大赛中
组建联队。 据新华社

作为上赛季冠军，曼城的进攻线拥有阿圭罗、
萨内、斯特林、热苏斯，可谓非常成熟和默契。在
刚刚结束的社区盾杯比赛中，阿圭罗梅开二度帮
助曼城轻松拿下冠军。再加上从“狐狸城”莱切斯
特新晋加盟的马赫雷斯，曼城前场的板凳深度进
一步增强。对瓜迪奥拉和曼城来说，社区盾杯只
是赛季征途迈出的第一步，据队内大将沃克尔透
露，瓜帅的目标是拿下一切能够争夺的冠军。“我
们上赛季的成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00分。现在
我们必须对自己做出新的要求，上赛季的成绩是
最低目标。”沃克尔说。

上赛季拿到英超亚军的曼联，被认为新赛季
会继续引援增强进攻线，但出人意料的是，在休赛
期间曼联在转会市场却相当低调，并未有大手笔
的引援。新赛季他们还将继续保持上赛季“小魔
兽”卢卡库、桑切斯、拉什福德、马夏尔的进攻组
合。而博格巴正在闹着转会，恐怕本赛季法国人
的身影将难再现英超。曼联主教练穆里尼奥最近
抱怨不断，热身赛曼联以0比1不敌拜仁慕尼黑之
后，他扳着手指数人头，正为新赛季揭幕战能否拥
有一个完整的主力阵容发愁。因阵中多名主力参
赛世界杯，球员归队较晚，这对于曼联备战新赛季

很不利。穆帅与高层貌合神离，他也被认为是英
超新赛季最可能提前下课的主帅。不过新赛季临
近，穆帅自信地展望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周五
将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出战，我们会使用我们所有
的球员，为积分而战。没时间哭哭啼啼了，我们将
以最强阵容和最棒的精神出战！”

蓝军切尔西在刚刚结束的社区盾杯比赛中以
0比2输给了曼城，在比赛中切尔西全面落于下
风。新赛季切尔西无缘欧冠，所以对球星的吸引力
不足，不过他们的进攻球员并不少，就看萨里如何
布阵了。阿扎尔和大吉鲁都已经决定留队，这对于
蓝军保持进攻的稳定性十分重要。新赛季蓝军的
进攻组合依然是阿扎尔、莫拉塔、威廉和佩德罗。

利物浦作为上赛季进攻打法最令人赏心悦目
的球队，其前场4人组的冲击力相当强劲，特别是
上赛季英超最佳射手萨拉赫的突然爆发。再加上
从斯托克城加盟的瑞士球星沙奇里，新赛季红军
的进攻组合仍然值得高看，马内、萨拉赫、沙奇里
与菲尔米诺的攻击线足以撕破任何防线。

热刺新的赛季也延续了上赛季非常成功的进
攻组合，凯恩、阿里、孙兴慜在不久前的世界杯上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凯恩问鼎世界杯最佳射手，英
格兰队在阿里的进攻组织下挺进世界杯四强，孙
兴慜在小组赛中成为韩国队的“大腿”，每个进球
都技惊四座。而且别忘了，他们还有中场指挥官
埃里克森。

阿森纳在温格离开后的第一个赛季并不被人
看好，但球队“大腿”厄齐尔退出国家队后可以一
心一意为俱乐部效力。拉卡泽特的发挥越来越
好，球队的打法逐渐磨合，球队整体实力仍然位居
前列。新赛季他们将为“争四”而努力，进攻组合
依然是姆希塔良、奥巴梅扬、厄齐尔与拉卡泽特。

据《北京晚报》

韩国强势阵容征战亚运
期待蝉联金牌榜亚军

2018/2019英超新赛季第一轮的首战将于当地
时间今晚（北京时间11日凌晨3点）在曼彻斯特的老
特拉福德球场打响，对阵双方是英超豪门曼联和莱切
斯特。英超素以高对抗、快节奏著称，作为当今世界
足坛最激烈刺激的联赛，新赛季英超依然是六大豪门
最有冠军相。本赛季六大豪门的锋线变动不大，只是
稍作调整后的攻击组合有新的配备。

新赛季英超今天揭幕新赛季英超今天揭幕

六大豪门攻击组合照旧六大豪门攻击组合照旧
曼城依旧热门。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