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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时间 胜 平 负

周一001 世青赛 乌克兰U20VS巴拿马U20 06-03�23:30��1.49� 3.25� 5.55�

周一002 世青赛 乌拉圭U20VS厄瓜多尔U20 ��������06-03�23:30���2.21� 2.85� 2.82�

周一003 世青赛 塞内加尔U20VS尼日利亚U20�������06-04�02:30���2.20� 2.75� 2.94�

让球胜平负

乌克兰 U20VS 巴拿马 U20 -1 2.67� 3.15� 2.14�

乌拉圭 U20VS 厄瓜多尔 U20 -1 4.90� 3.70� 1.46�

塞内加尔 U20VS 尼日利亚 U20 -1 5.00� 3.6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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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足世界杯美洲杯非洲杯纷纷来袭

五大杯赛陪伴夏季竞猜

今日竞彩受注赛程

更多赛事信息关注《信息时报》彩

票公众号“金狮好运”！

赛事信息：

非洲青年队的内战。两

国U20青年队历史上有3次交手记录，

尼日利亚U20队2胜1负占优，其中非青

赛2次都是战胜了对方，不过2018年的

西非杯当中， 他们中立场地0:2不敌对

手。

主队情报：

塞内加尔U20是2019年

非青赛的亚军， 历史第3次参加世青

赛， 同时也是连续第3届参加世青赛，

2015年首次参赛就出人意料地杀入了

4强，2017年世青赛也是获得小组出

线，但最终止步16强。 此次小组赛，首

战3:0大胜塔希提U20， 次战2:0完胜南

美劲旅哥伦比亚U20， 末战在出线无

忧的情况下，0:0闷平波兰U20，给东道

主送上了出线人情， 最终还是小组第

一晋级。

客队情报：

尼日利亚U20是2019年

非青赛第第4名，不过他们已是历史第

12次参加世青赛， 是世青赛亮相最多

的非洲青年队，历史上曾2次杀入决赛

最终都屈居亚军， 上届世青赛则没能

参赛。 本次小组赛，首战4:0大炒亚洲4

强队卡塔尔U20， 次战则是0:2完败给

了中北美冠军美国U20，最后一战，1:1

逼平出线无忧的乌克兰U20，最终以较

好成绩小组第三身份晋级16强。

两支球队都有多名球员在欧洲联

赛梯队效力， 但基本也都还没有打出

什么名气。 本场比赛，塞内加尔U20的

人气会稍稍高一点。 早期竞猜形势方

面，胜负两头都呈现走高态势，平局位

置则是明显走低， 双方打出平局机会

不小，不妨捧尼日利亚U20不败。

周一003 塞内加尔U20VS尼日利亚U20��

2018-19赛季欧洲主流足球联赛

已经落下帷幕， 五大联赛历史上首次

出现所有上赛季冠军成功卫冕的盛

况， 欧洲两大杯赛的决赛名额也同时

由4支英超球队包揽，整个赛季可谓是

足够精彩。 虽然主流联赛偃旗息鼓，今

年也并非是传统意义的“大赛年”，但

从5月下旬到7月下旬，U20世青赛、女

足世界杯、美洲杯、中北美金杯赛和非

洲杯等国际足球杯赛将相继举行，广

大球迷粉丝在这个夏季将享受到杯赛

竞猜的乐趣与惊喜。

五大杯赛密集上演

从青年到成年，从男足到女足，从

欧洲到美洲， 夏季杯赛的赛事类型足

够丰富。“铿锵玫瑰” 的中国元素，巴

西、阿根廷等顶级球队的强强碰撞，梅

西、内马尔等球员的巨星加持，也让整

个杯赛季足够有料。 在数量上，夏季杯

赛比赛场次总计超过200场； 在时间

上，赛期绵延近两个月。 因此无论从时

间、数量，还是看点上，这个杯赛季都

很好的填补了主流联赛休战形成的赛

事空白。

那么在已知的夏季杯赛中， 将有

哪些会入围竞彩足球游戏的开售范围

呢？ 根据销售安排，U20世青赛

（

5.23～

6.15

）

、女足世界杯

（

6.8～7.7

）

、美洲杯

（

6.15～7.8

）

、中北美金杯赛

（

6.16～7.8

）

和

非洲杯

（

6.22～7.20

）

将全部作为竞彩

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 其中，美洲杯、

中北美金杯赛和非洲杯原则上所有场

次都将开售竞彩足球游戏， 世青赛和

女足世界杯将选择部分场次开售，淘

汰赛阶段原则上所有场次都将开售。

在确认开售的各杯赛场次中，将

选择部分场次开售竞彩足球胜平负或

让球胜平负单场竞猜，竞彩足球比分、

总进球、 半全场胜平负游戏将全部开

售单场竞猜。

传统足彩方面，6～7月间的主要杯

赛，会根据具体赛程，将部分杯赛及其

场次纳入传统足彩14场胜负、任选9场

胜负、6场半全场胜负和4场进球游戏

的竞猜赛事。

焦点场次延时停售

因为时差的关系， 无论是主流联

赛还是顶级大赛， 广大球迷对熬夜看

球都不陌生， 尤其是00:00之后开打的

焦点比赛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每当大

赛来临，一双“熊猫眼”就是对足球热

爱的证明。 对于2019夏季杯赛来说，由

于赛事横跨欧洲、美洲和非洲，使得比

赛时间的分布也以午夜之后为主，美

洲杯和中北美金杯赛多场重头戏更是

集中在了清晨。

为适应夏季杯赛的时间分布，方

便广大购彩者投注， 竞猜游戏将会在

此期间对销售时间进行阶段性的灵活

调整。 6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竞彩游

戏周中

（一至五）

销售时间调整为9:00～

22:00，周末

（六、日）

销售时间调整为9:

00～23:00。 但在特殊比赛日，如欧冠决

赛日，将延后停售时间至6月2日凌晨3:

00，欧洲国家联赛决赛日，将延后停售

时间至6月10日凌晨2:45， 美洲杯决赛

日将延后停售时间至7月8日凌晨4:00。

传统足彩各类游戏的停售时间， 也将

调整为周中最晚22:00， 周末最晚23:

00。 另外，在此期间竞彩篮球游戏逢周

三、周四不再提前开售。

在与购彩者共享夏季杯赛精彩的

同时， 中国体育彩票也始终践行自己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的责任， 每一注体

彩竞猜游戏彩票中， 都将有20～22%的

资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清爽杯赛季，

公益动起来。 这个夏天， 让我们一起

“竞猜一下，精彩一夏”吧。

赛事信息：

南美青年队的内战，

两国U20青年队历史上有8次交手

记录， 乌拉圭U20青年队6胜2平保

持了不败记录。 2019年南美青年赛

的小组赛和决赛阶段， 乌拉圭U20

先后2次都是战胜了厄瓜多尔U20。

主队情报：

乌拉圭U20是2019

年南美青年赛的季军， 历史第15次

参加世青赛， 是世青赛亮相频率最

高的南美球队之一，此前，他们曾在

1997年、2013年先后杀入过决赛但

最终都屈居亚军，2017年的世青赛，

获得第4名。 本次小组赛，3战全胜，

共计打进7球只丢了1球， 稳居小组

第一出线。 佩纳罗尔两名19岁前锋

B·罗德里格斯、达尔文·努涅斯各有

2球进账。

客队情报：

由于2019年南美青

年赛决赛阶段是循环赛赛制， 厄瓜

多尔U20尽管决赛阶段输给了乌拉

圭U20，但最终还是历史性赢得了南

美冠军。 球队是历史第4次参加世青

赛， 此前有2次小组出线但止步16

强，2017年世青赛则小组未能出线。

此次小组赛，首战被亚洲4强队日本

U20逼平， 次战则是0:1不敌欧洲亚

军意大利U20，最后1场生死大战，1:

0战胜了中北美亚军墨西哥U20，最

终以较好成绩小组第三名身份晋级

16强。

这场南美内战， 乌拉圭 U20 的

投注人气应该会明显高于对手。 早

期竞猜形势方面， 主胜方向投注信

心有所抑制， 但回报基本还是在合

理范围。 可捧乌拉圭 U20 赢球晋

级。

周一002 �乌拉圭U20VS厄瓜多尔U20���

周一001�乌克兰U20VS巴拿马U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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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乌拉圭 U20赢球晋级

赛事信息：

两国U20青年队曾

在在2005年世青赛交手1次，当时乌

克兰U20中立场地3:1大胜巴拿马

U20。

主队情报：

乌克兰U20是2018

年欧青赛的4强球队， 历史第4次参

加世青赛，此前3次参赛都是小组出

线但都止步16强， 上次参赛是2015

年世青赛，1/8决赛中常规时间战平

塞内加尔，加时赛输球被淘汰。本次

小组赛，他们先是2:1战胜了中北美

冠军美国U20，随后1:0战胜亚洲4强

队卡塔尔U20， 在提前锁定出线名

额的情况下，最后1战1:1战平非洲4

强队尼日利亚U20， 最终锁定小组

第一晋级。 基辅迪纳摩20岁的中后

卫丹尼斯·波波夫在小组赛已有2球

进账。

客队情报：

巴拿马U20是2018

年中北美青年赛的4强球队，历史第

6次参加世青赛，不过，此前5次参赛

都没能小组出线， 上次参赛是2015

年的世青赛，当时是3战1平2负小组

垫底出局。本次小组赛，首战1:1逼平

非洲冠军马里U20， 次战0:2不敌法

国U20， 而最后一场生死大战当中，

2:1战胜了亚洲4强队沙特U20，最终

以较好成绩的小组第三名， 历史性

杀入世青赛16强。

本场比赛， 交战双方都是面临

改写本队历史记录的好机会， 乌克

兰U20在实力和人气方面要明显高

于对手。 投注人气主要会落在主胜

位置。早期竞猜形势方面，主胜位置

控制赔付风险动机较明显， 同时平

局位置控制在偏低水平， 分流效果

比较良好。 可看好乌克兰U20赢球

杀入8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