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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091 7 9 5
排列 5 15091 7 9 5 1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5039 03 06 07 16 25 01+06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下期奖池：1310555606.51（元）

0 0

00

4月8日晚进行的亚冠联赛第四轮小组赛中， 山东鲁能坐镇主场
4比4战平日本柏太阳神，保留出线机会。北京国安客场1比1战平日本
浦和红宝石，无缘提前两轮出线———

生死战鲁能屹立不倒

湖南日报4月8日讯（记者 胡泽汇）今日
上午，省举重协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暨“中联
重科”冠名2015年省举重队、湖南体育事业
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省体育学院射击中心
举行。这是中联重科连续9年赞助省举重队。

在签约仪式上， 中联重科副总裁孙昌
军首先与省体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谭鸥签
约，并向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递交200万元

赞助支票样本。熊倪介绍：“从2007年开始，
中联重科已连续9年冠名湖南举重，为我省
举重队的基础建设、 运动员后勤保障提供
了巨大支持。可以说，中联重科为举重湘军
在世界大赛和奥运赛场上争金夺银， 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省举重队总教练周均甫介绍：“今年中
联重科在捐赠100万元冠名省举重队的同

时，又出资100万元冠名支持今年在长沙举
行的全国首届青运会举重比赛。我相信，有
了这些爱心企业的支持，‘湖南力量’ 将会
再创辉煌。”

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48公斤级冠军
王明娟说：“有了这些爱心企业的支持，我
相信我的师弟师妹们， 一定能够在里约奥
运会上再夺金牌。”

湖南举重再获支持

鲁能：生死战一波三折
前3轮， 山东鲁能以1胜2负列小组第3

位， 因此8日的比赛是一场生死战。 山东
鲁能若主场再次输给柏太阳神， 而且全北
现代赢球， 那么积分便被两支日韩球队甩
开7分， 无论最后两轮成绩如何， 都将无
缘出线。 为保住出线机会， 山东鲁能在首
发阵容上多有调整， 杨旭、 戴琳、 乌索等
人结束伤停重回首发阵容， 塔尔德利复出
坐上替补席。

山东鲁能开场就给对方一记下马威。
第4分钟，王永珀反越位成功单刀推射远角
得手，山东鲁能1比0领先。柏太阳神不是省
油的灯，从第23分钟开始，在短短9分钟内
连进3球。1比3落后的山东鲁能没有被击
倒，反而斗志昂扬，立刻还以颜色。第34分
钟，蒙蒂略底线回传，乌索中路抢点头球顶
门得手，比分被扳成2比3。2分钟后，柏太阳
神门将犯错，他用手接本方的回传球。主裁
判判罚禁区内任意球， 蒙蒂略大力轰门成
功，将场上比分扳成3比3。

第48分钟，蒙蒂略挑传禁区，金昌洙
拉倒王永珀，裁判判罚点球，杨旭主罚点
球一蹴而就， 山东鲁能以4比3反超比分。
但好景不长，柏太阳神在第76分钟再将比
分扳平， 克里斯蒂亚诺任意球直接打门，
穿过人墙滚入球网。此役过后，山东鲁能
仍保留出线机会。

国安：无缘提前两轮出线
此前3战全胜的北京国安本轮若能战胜

浦和红宝石，便可提前两轮小组出线。这也
激励全队球员全力以赴， 争取毕其功于一
役。浦和红宝石前3轮遭遇全败，小组出线希
望渺茫。另外，北京国安是中超联赛的领头
羊，浦和红宝石也是J联赛的领头羊。

比赛开始，双方互有进攻。第33分钟，北

京国安率先打破僵局， 宋博轩开出角球，徐
云龙门前头球蹭了一下，于大宝跟上打门得
手，1比0领先。 此役也是浦和红宝石的生死
战，不甘落后的他们攻势不减。第74分钟，浦
和红宝石高木俊幸开出右侧角球，槙野智章
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比1。这也是北京国
安在亚冠小组赛的首个失球。此后，北京国
安一直寻求进攻机会，第77分钟于大宝头球
攻门击中立柱，最终未能改写比分。

湖南日报记者 胡泽汇

4月8日， 山东鲁能队门将王大雷 （中） 在比赛中感谢队友王永珀的门前救险。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西安4月8日电 2015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世
锦赛选拔赛将于9日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游泳馆开幕，孙
杨、叶诗文、焦刘洋、刘子歌等奥运冠军和近来人气颇高的
宁泽涛将悉数出赛，力争获得参加喀山游泳世锦赛的名额。

在4月9日至16日的8个比赛日里，来自国内27支代表队
的502名游泳健儿将亮相宝鸡游泳馆。根据赛程安排，在9日
的比赛中，孙杨、叶诗文等高手将登场亮相。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比赛是奥运冠军孙杨在2015赛季的首场正式比赛。去
年陷入禁药风波的孙杨，由于签证问题无缘参加今年1月在
澳大利亚举行的四国游泳对抗赛，“首秀” 被推迟到了全国
游泳冠军赛。

本次比赛还是今年7月在俄罗斯喀山进行的第16届世
界游泳锦标赛的选拔赛。目前，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进行全
国性的游泳比赛，同样也是世锦赛选拔赛。

孙杨宁泽涛将出战
全国游泳冠军赛今日开赛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女子足
球超级联赛将于4月12日正式开赛，揭幕战将由北京队在主
场对阵江苏队。女超联赛今年共有北京、江苏、上海、天津、
河北、长春、大连、解放军8支球队参赛，比赛将于4月至11月
期间进行，一共进行56场比赛。

中国女足黄金一代的老队员刘爱玲、温利蓉、王丽萍参加
了8日在京举行的女超联赛新闻发布会。 已是北京市足协主席
助理、青少部官员的刘爱玲表示，人才机制的建立健全是保障
女足事业长远发展的关键。中国足协副主席于洪臣表示， 尽管
中国女足曾有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但眼下女足的关注度和男
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 他感谢今年女超联赛的赞助商能在
这样的情况下支持女超联赛， 为中国足球贡献自己的力量。

揭幕战北京对江苏
女足超级联赛4月打响

据新华社福州4月8日电 记者8
日在福州召开的2015年全国反兴奋
剂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我国查出
48例兴奋剂阳性，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肖天再次强调要做好反兴奋剂工
作，首先要树立正确体育观、政绩观。

据统计， 去年我国共完成兴奋
剂检查15055例， 其中尿检14562
例，血检493例，其中包括25个省区
市在省（区市）运会期间共实施4039
例委托兴奋剂检查，查出阳性48例，
包括总局计划内检18例， 省运会自
查26例， 其他委托检查4例。 相比
2013年的全运会年， 去年阳性案例
多了将近20例， 再次证明省运会年
是反兴奋剂高危年。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
学表示， 各地反兴奋剂工作水平参
差不齐、 差别很大。 有反兴奋剂机
构、人员和经费的地方，工作水平明
显要高于其他省区市， 如山东、辽
宁、四川、江苏等设立了反兴奋剂专
门机构的体育局， 举摔柔中心设立
了专职工作人员， 反兴奋剂水平有
较大提升。 但地方培养的兴奋剂检
查官出现大量流失的情况。 反兴奋
剂宣传教育存在走过场、 走形式甚
至弄虚作假的情况。

去年查出48例
兴奋剂阳性案例

据新华社上海4月8日电 今日，
2015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在沪
召开新闻发布会， 比赛将于5月17日
在上海体育场举行，作为国际田联钻
石联赛的年度第二场比赛，众多冠军
级选手将上海站作为全新室外赛季
的起点。目前已有7位奥运会冠军和7
位世锦赛冠军确认参赛。去年在上海
站夺得110米栏冠军的中国新锐谢
文骏将遭遇伦敦奥运会冠军、世界纪
录保持者梅里特的强力挑战。

在当天的启动仪式上， 组委会
宣布了今年上海站的16个比赛项
目， 男子包括200米、400米、110米
栏、 跳远等8项， 女子包括100米、
800米、撑杆跳、铅球等8项。

钻石联赛上海站
5月17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