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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1 日，本赛季英超
第 35 轮结束了一场焦点战的争
夺，客场作战的红魔曼联以0比2
不敌埃弗顿队，在客场四连胜被终
结的同时，也彻底和下赛季的欧冠
赛场说再见。

其实，红魔最近五次做客古迪
逊公园，仅收获过一场胜利，不过

“太妃糖”上一次在一个赛季中双
杀 曼 联 还 要 追 溯 到 遥 远 的
1969-1970赛季。

当日比赛，主场作战的埃弗顿
抓住机会改写历史。拜恩斯和米
拉拉斯的进球帮助球队力克红魔
的同时，也让球队继续以1分的微
弱劣势紧追阿森纳，位列联赛第
五。赛后红魔主帅莫耶斯表示，球
队依然没有放弃最后的四场比赛，
力争获得参加欧战比赛的资格，但
是包括《每日邮报》在内的多家媒
体均表示，在已经无缘欧冠的情况
下，红魔很有可能持续遭受打击。

连遭不公判罚
建业向足协申诉

参与央视节目录制 预测中国队挺进下届世界杯

小贝“开讲”挺给面子
□据 新浪网

中国男足何时能够再次进入世界杯决
赛圈？贝克汉姆给出的答案是下一届世界
杯。20日，英格兰著名球星贝克汉姆做客央
视节目《开讲啦》，除了与中国“粉丝”分享自
己的奋斗史，小贝还在现场大秀球技，并与
主持人比拼踢毽子的功力。

在节目现场谈到巴西世界杯的夺冠
热门时，小贝毫不犹豫地将英格兰队列入
其中，在小贝眼中，英格兰、巴西、阿根廷
以及西班牙都是有可能夺冠的球队。

作为中超联赛代言人，小贝给足了中
国足球面子，在被现场观众问及中国队何
时才能再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时，小贝给
出的答案是“下一届”。

21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大卫·贝克汉
姆”青少年足球基金设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一直热衷公益事业的小贝通过与中国
宋庆龄基金会合作，对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
的发展给予了很大支持。2013年的中国
行，小贝就通过捐赠筹集善款近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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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磊

18日晚，河南建业主场1∶2负于贵州
人和，遭遇两连败。就比赛中遭遇不公平
对待，建业俱乐部决定就裁判问题，向中
国足协申诉。

本赛季，建业已先后在与广州恒大、
长春亚泰、广州富力和贵州人和的比赛中
吃了裁判的亏。尤其是与人和队比赛中，
建业队张璐被红牌罚下成了决定比赛走
势的转折点。同时，人和队张烈、陈杰对
建业队约翰逊、周亚君的严重犯规以及客
队禁区内明显的手球，都逃脱了当值主裁
黄烨军处罚。黄烨军做出的数个尺度不
一的判罚遭到了媒体和球迷的炮轰。

鉴于上述情况，忍无可忍的建业俱乐
部决定，出于维护公平竞赛的环境，切实
为各俱乐部创造一个良好的比赛氛围的
考虑，由总经理张卫军带队，前往中国足
协就裁判问题进行申诉。

□据 新华网

20日，林丹以21比14和21比9轻取队
友田厚威，夺得常州黄金大奖赛的男单冠
军。这不仅是他今年备战里约的首冠，也是
他自去年世锦赛夺冠后拿到的第一个冠军。

在世界羽联4月17日公布的世界排
名中，林丹以15850个积分名列男单第
104位，其中包括去年亚锦赛杀入八强的
3850分以及世锦赛夺冠的12000分。在
上周四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他的世界
排名上升至第80位左右。

备战里约
林丹夺首冠

许可证号L-HEN-CJ-00001

电话：64323211 64326185

台湾直飞特 价
8日游

欧洲

河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特 价

另代办各国签证，欢迎咨询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9952543 18937985301
地址：涧西区建设路中侨绿城南门丹尼斯门口

登西 泰山

五一天天发
1 日游 128元 每周六、日发团
赏杜鹃花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1楼公民旅游中心
电话：64323201 64323203
洛 阳 起 止 9900元

美国夏令营
7月发团 35000元

澳新12日游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 ：65260321 400-0379-234
地址：西工区纱厂路与唐宫路交叉口中泰商务大厦20楼

企业QQ ：800-0379-66

云台山 2 日游 370元
北京汽卧 4日游 450元
苏沪杭汽卧 4日游 450元
北京精品纯玩 5日游 特 价
华东五市双卧5日游 特 价

五一特价线路收客...

河南康辉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 ：60690222 400-0379-234
地址：西工区纱厂路与唐宫路交叉口中泰商务大厦20楼

企业QQ ：800-0379-66
148元天天发

龙潭大峡谷1日游

醉 美 湘 西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918 13698881708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张家界/凤凰古城/南华山
双卧5日游1580元(周五全陪团）
长沙/韶山/张家界/黄龙洞/凤凰古城
双卧6日游1580元（散客天天发）

许可证号：L-HEN-GJ00011

电话：13721612457 63625955

泰一地 5 晚 6 日游
普吉岛尊享系列6日游
泰新马 10 日游
全景韩国6日游

往返
包机

超值
特价

河南康辉国旅

电话：65187076 13837998881
地址：南昌路丹尼斯申泰大厦4楼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0005

昆大丽双飞6日游 980 元

韩国+济州岛直飞3280元
华东五市双卧7日游980元

港澳高品双飞 5 日游 特 价
西安高铁 3日游 860元

日韩
北京超值双卧5 日游 790元

龙潭峡重渡沟云台山张家界

电话：0379-60863662 18638886189
地址：数码大厦B座1413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GJ0000005

韩国全景直飞 3180元
昆大丽双飞 980元
西藏全景11日游 2480元
港澳+泰国 2580元

港澳双卧双飞 批发价随报随走

代办全球签证欧亚洲，澳洲美洲

许可证号L-HEN03073
洛阳华龙旅行社

电话：68622292 15803796111
地址：七里河牡丹大酒店2楼

西安精品3日游 668元
西安单高铁2日游 668元
华东五市+水乡7日游 850元
昆大丽尊贵双飞游 950元
海南双飞尊贵5日游 1980元

电话：64325061 64325106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国内中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夕阳红大西南专列
5月7日盛大首发 洛阳起止
成都、九寨沟、黄龙、峨眉、乐山
重庆、武隆、宜昌11日游2880元起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9952543 18937985301
地址：涧西区建设路中侨绿城南门丹尼斯门口

昆大丽双飞 7日游 980元
张家界凤凰双卧5日游 980元
北京纯玩 5 日游 1080元
桂林阳朔纯玩5日游 1180元
九寨黄龙双卧6日游 1280元

港澳+海南10日游 1288元
泰新马高品10日游 4380元
普吉岛直飞5星 3380元
韩国全景直飞高品 2980元
海南双飞高品 2200元
北京4日游高品 368元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电话：64876788 18638828662
地址：洛阳市联盟路市委党校2号楼4楼

河南中信国旅代理社

洛
阳
起
止

许可证号：L-HEN3105

电话：63191056 63195986
地址：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西门上电梯

洛阳港中国旅
河南中州国旅出境代理社

港澳双飞6日游 1680元
泰新马双飞10日游 4380元
厦门武夷山双卧6日游 1860元

（以上线路4月25,30日5月2日发团，全程导游)

北京夕阳红双卧6日游 1080元
华东五市夕阳红7日游 1080元
桂林漓江纯玩双卧5日游 1380元

许可证号：L-HEN03110

洛阳 旅行社

电话：65220006 15516355206
地址：西工区富雅东方A座20楼

洛阳到云南含版纳4飞8日游1980元
洛阳飞海南纯玩5日/6日游2180元

洛阳到九寨沟黄龙双飞4/5日游 1980元

洛阳到重庆武隆天坑4日游 680元
张家界凤凰双卧纯玩4日游1180元

洛阳 旅行社

电话：64152180 13014700007
地址：涧西区牡丹广场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青岛4日游198元老君山1日游148元
北京4日游380元龙潭峡1日游128元
苏杭4日游380元双龙湾2日游288元
桂林4日游380元重渡沟2日游238元
白云山2日游328元云台山2日游378元
长江三峡人家大瀑布4日游 568元

洛阳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03091

电话：13721612457 63625955
地址：西工小商品东隔壁唐宫大厦707

港澳双卧7日游 600元
桂林漓江双卧5日游 1180元
云南双飞6日丽进昆出 1280元
张家界、凤凰双卧5日游 1280元
海南双飞5日游 2180元
云台山2日游 特 价

许可证号：L-HEN-CJ00024
河南职工国旅
河南省总工会隶属旅行社

特 价郑州直飞
5月21/22/25/26/29日
洛阳起止 (含小费）台湾

联系电话：63238822 63238823
欧洲游 韩国游

台湾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特
价

电话：63333018 63333108
5 月 20 日 洛阳起止

河南中旅集团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5月17日发团 13800元
深度游欧洲，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德法意瑞深度游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许可证号:L-HEN-GJ00012

俄罗斯7日游
洛阳起止，独立成团

河南中旅集团

特价8999元 5月20日发团

电话：63362133 63362177

旅游导航 广告热线 :0379-63330377刊登范围：景点景区、旅行线路、旅行社、采摘、度假村、旅游用品、纪念品、航空票务等 QQ群：143208928主管：杜青 组员：张继生

醉 美 桂 林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无自费/上门服务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718 13698881708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桂林/阳朔/漓江/冠岩四星纯玩双卧5日游
养生全陪团 1580元

每周五/日
1人也发团

贵州+云南

洛阳起止/全程领队/无自费/上门服务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881969 15290563697
地址：南昌路锦茂大厦8层810室(丹尼斯北)

贵阳昆明大理丽江三卧10日游2280元
贵阳昆明大理丽江版纳三卧14日游2780元

每周五铁定发团

夕阳红
养生团

登声明63330677

洛阳 旅行社
总部：申泰 许可证号L-HEN03110

皇城相府
1日游198元;售自驾车门票
电话：60130605 18003882455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创展国际1单元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