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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 欧预赛 土耳其VS摩尔多瓦 ��03-26�01:00��

周一002 欧预赛 黑山VS英格兰 ��03-26�03:45��8.50���4.10��1.26

周一003 欧预赛 卢森堡VS乌克兰 ��03-26�03:45��9.00���4.20��1.24

周一004 欧预赛 葡萄牙VS塞尔维亚 ��03-26�03:45��1.49���3.40��5.20

周一005 欧预赛 法国VS冰岛 ��03-26�03:45��

周一006 中国杯 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 ��03-25�15:30��2.60���2.80��2.40

周一007 中国杯 泰国VS乌拉圭 ��03-25�19:35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

票公众号“金狮好运”！

三狮军团渐入佳境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8.50 4.10

1.26”， 让球盘主受让1球“2.86 3.20

2.02”。 黑山和英格兰同分在A组，同组

的还有保加利亚、科索沃以及捷克。

主队情报 ：

黑山目前世界排名

第46位， 在欧洲属于中游球队， 上

届欧洲杯止步于预选赛， 去年俄罗

斯世界杯也未能进入决赛圈， 此外

在欧国联C联赛中表现平平， 排名小

组第3位而无缘升级。 黑山想要拿到

2020年欧洲杯门票需要在预选赛上

全力抢分。 首轮比赛， 球队客场挑

战实力相当的保加利亚， 双方以1：

1握手言和。

客队情报：

英格兰目前世界排名

第5位，是欧洲传统强队，上届欧洲杯

进入16强后爆冷输给冰岛而出局；去

年俄罗斯世界杯闯入了4强；欧国联与

西班牙、克罗地亚同分在A联赛第四小

组， 最终录得2胜1平1负排名小组第

一，杀进准决赛。 这次欧预选，英格兰

被分到A组， 无疑是拿到了一支上上

签，以他们的实力，小组头名出线难度

很小。 之前第一场欧预赛，英格兰5：0

大胜捷克， 哈里凯恩率领的青年军团

渐入佳境，表现上佳。

周一002 黑山VS英格兰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2.60

2.80 2.40”， 让球盘主让 1 球“6.35

4.10 1.32”。 首场比赛中， 中国男足

国家队 0∶1 不敌泰国队因而无缘最终

决赛， 同时在另外一场较量中， 去年

中国杯的冠军得主乌拉圭队继续强势

表现， 以 3∶0 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这样， 乌拉圭队将与泰国队在决赛中

相遇， 而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将

进行三四名的比赛。

主队情报：

刚刚输给泰国队的中

国队在士气上虽然受到了一定打击，

但是全队在近几天仍然保持着良好的

训练状态， 在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

比赛中， 主教练卡纳瓦罗有可能派出

与对阵泰国队时不同的首发阵容来比

赛， 以此来考察更多国家队球员的状

态和比赛表现。 不过， 由于第一场比

赛意外地输给泰国队， 卡纳瓦罗的处

境非常尴尬， 这场比赛不容有失。

客队情报：

乌兹别克斯坦队也是

中国队在亚洲范围内的老对手， 之前

在世界杯预选赛的 12 强比赛中也和

中国队同组， 从实力上来说， 中国队

在面对这个对手时并没有绝对优势可

言。 如果中国队仍然如第一场比赛那

样毫无章法的踢球， 很可能遭遇尴尬

的二连败， 最终垫底收场。

周一006 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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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1球“2.15 3.65

2.40”。 土耳其和摩尔多瓦同分在H

小组，同组的还有法国、冰岛、安道

尔以及阿尔巴尼亚。 由于法国、冰岛

以及土耳其都有争取出线的可能，

因此该组也被誉为死亡之组。 从实

力而言，法国队属于超级存在，应该

头名出线， 因此土耳其应该是和冰

岛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

主队情报：

土耳其目前世界排

名第41位，是欧洲中游队伍，上一届

世界杯和欧洲杯均未能打进决赛

圈。在去年欧国联B联赛中，土耳其4

战仅录得1胜，最终小组垫底降级至

C联赛，这样一来，球队只能通过欧

预选争夺2020年欧洲杯入场券。 之

前首场预选赛， 土耳其客战阿尔巴

尼亚，最终以2：0击败对手，赢得开

门红。

客队情报：

摩尔多瓦是鱼腩球

队，目前世界排名第170位，属于弱

队， 历史上没有进入世界杯和欧洲

杯决赛圈的记录。 本次欧洲杯预选

赛， 摩尔多瓦被分到了有死亡之组

之称的H组，他们是该组世界排名最

低的队伍， 以实力而言仅有争取小

组第三有一线希望。 首场比赛，摩尔

多瓦主场对阵法国队。 两队实力悬

殊，最终全场1：4输球，比赛结束前

最后一刻， 终于踢进了挽回面子的

一球。

周一001 土耳其VS摩尔多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1.49 3.40

5.20”， 让球盘主让 1球“2.65 3.25

2.12”。 这是B组的比赛，葡萄牙和塞尔

维亚同分在B组， 同组的还有卢森堡、

乌克兰以及立陶宛。

主队情报：

葡萄牙目前世界排名

第6位，是欧洲强队，上届欧洲杯冠军

得主，去年俄罗斯世界杯16强之一。 而

随后的欧国联比赛中， 在没有头号球

星C罗坐镇的情况下，葡萄牙以2胜2平

的不败战绩力压意大利和波兰获得小

组头名，成功晋级A联赛。 本次欧预赛

大名单中，C罗和后防功臣佩佩再度出

战，反映了球队对于欧预赛的重视。只

是首轮对阵乌克兰， 葡萄牙却没有如

愿取得开门红。 C罗两次近距离射门，

均被门将出色发挥化解， 无奈收获了

平局，不过这毕竟是C罗世界杯后国家

队首场比赛， 需要一个进入状态的过

程。

客队情报：

塞尔维亚目前世界排

名第31位，是欧洲中上游球队，上届欧

洲杯止步预选赛；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

虽然进入了决赛圈， 但小组赛在巴西

和瑞士的围剿下出局； 接下来在欧国

联录得4胜2平的不败战绩获得小组头

名，成功晋级B联赛。这次大名单，塞尔

维亚精英尽出， 包括曼联中场大将马

蒂奇等都有入选， 可见塞尔维亚对比

赛非常重视。 本场是塞尔维亚预选赛

首战，赛前他们找来德国队进行热身，

最后双方以1：1握手言和。

周一004� 葡萄牙VS塞尔维亚

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9.00

4.20 1.24”， 让球盘主受让1球“2.96

3.25 1.95”。 卢森堡和乌克兰同分在

B组，同组的还有葡萄牙、塞尔维亚

以及立陶宛。

主队情报：

卢森堡目前世界排

名第87位， 历史上从未进入过欧洲

杯和世界杯决赛圈。 去年欧国联，卢

森堡与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以及圣

马力诺同分在一个组，最终录得3胜

1平2负排名小组第二，未能升级。 卢

森堡实力有限，在B组中属于陪太子

读书的角色。 他们首轮比赛主场对

阵组内世界排名最低的立陶宛，最

终2：1逆转对手。

客队情报：

乌克兰目前世界排名

第30位， 在欧洲属于中上游球队，上

届欧洲杯虽然进入决赛圈，但小组赛

中三战全败而垫底出局；去年俄罗斯

世界杯未能进入决赛圈。但在随后的

欧国联比赛中，乌克兰录得3胜1负的

成绩，力压捷克和斯洛伐克排名小组

首位，成功晋级A联赛，球队夺得欧洲

杯决赛圈门票的机会大增。之前小组

赛首战，乌克兰开局不错，爆出了一

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客场0：0战平小

组最强的葡萄牙， 门将表现很好，挡

住了C罗的多次射门。

周一003 卢森堡VS乌克兰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未开出

指数， 让球盘主让2球“2.13 3.80

2.35”。 法国和冰岛同分在H小组，

同组的还有土耳其、 摩尔多瓦、 安

道尔以及阿尔巴尼亚。

主队情报：

法国目前世界排名

第2位， 是欧洲传统强队， 去年俄

罗斯世界杯冠军得主， 上届欧洲杯

亚军。 去年的欧国联A联赛中， 法

国队也一路表现出色， 可惜最后一

战输给了荷兰而屈居小组第二， 丢

失了通过欧国联获得决赛圈资格的

机会， 球队此役出战欧预赛的求胜

欲望强烈。 本期大名单， 法国队仍

是以世界杯夺冠阵容为主， 姆巴

佩、 登贝莱、 博格巴等主力悉数在

列， 之前小组首轮比赛， 法国客场

4： 1轻取摩尔多瓦。

客队情报 ：

去年俄罗斯世界

杯， 冰岛在小组赛首战爆冷1： 1战

平阿根廷， 不过接下来他们先后输

给尼日利亚和克罗地亚， 小组垫底

出局。 接下来的欧国联比赛中， 冰

岛杯分到A联赛第二小组， 结果4战

全败排名垫底， 降级至B联赛。 这

包括两回合被比利时双杀， 总比分

输0： 5， 以及客场遭到瑞士6： 0大

屠杀， 可见冰岛面对欧洲劲旅非常

被动， 此番面对法国队， 冰岛前景

不妙。

周一005 法国VS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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