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赛 对阵 开赛时间 参考指数

周五001 欧洲杯 意大利VS土耳其 06-12�03:00�� 1.36�3.75�7.25

周五101 世预赛 中国香港VS伊拉克 06-12�00:30

周五102 世预赛 马来西亚VS越南 06-12�00:45

周五103 世预赛 中国VS马尔代夫 06-12�01:00

周五104 世预赛 新加坡VS沙特 �06-12�02:00

周五105 世预赛 也门VS乌兹别克斯坦 06-12�02:00

周五106 世预赛 科威特VS约旦 �06-1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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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

竞彩胜平负指数

“1.36 3.75 7.25”，主队让一球“2.25

3.25 2.58”。

主队情报：

欧洲杯正式开赛。

这场比赛就是揭幕战，意大利对阵

土耳其，将会吸引全球亿万球迷的

目光。 2018年世界杯，意大利未能

打进世界杯，成了看客，这对于足

球老牌国家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

的事情。 如今，蓝衣军团在新任主

帅曼奇尼的带领下，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 目前，意大利队阵容年

轻化，许多青年才俊得以入选国家

队。 其次他调整了意大利的打法风

格，更加注重整体逼抢压迫与整体

防守，增强局部控球，提高反击效

率。 之前的欧预赛取得了全胜，截

至目前，27场不败的战绩， 也说明

了曼奇尼的执教还是非常成功的。

作为传统强队，这届欧洲杯就是意

大利人复兴的好机会， 真刀真枪，

应该不会给土耳其人多少机会。

客队情报：

土耳其曾经在2008

年欧洲杯上，打入了四强，这是他

们在欧洲杯上的最好成绩。 本届赛

事，自然有望重现12年前的黑马奇

迹。 之前的欧预赛，土耳其表现很

好，还力压传统豪强荷兰，取得了

小组第一， 并且曾以4:2的比分，战

胜荷兰队。 这次欧洲杯，土耳其队

由带领球队在2002年世界杯上获

得季军的神奇主帅居内什率领，全

国人民都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帅能够带领球队走得更远。 揭幕战

上， 土耳其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

的，效力于AC米兰的中场核心是本

次土耳其的头牌球星，还有来自英

超等各大豪门的球星。 虽然没有意

大利星光熠熠，但是土耳其很有可

能成为最大的黑马。

周五001 意大利VS土耳其

周五101 中国香港VS伊拉克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

未曾开出指数。亚洲区迎来倒数第二

轮较量。

主队情报：

这是 C组的比赛，这

个小组除了中国香港队和伊拉克之

外，还有伊朗、巴林和柬埔寨三支球

队。目前，这个小组的形势非常复杂，

排在前三名的球队都有晋级的希望。

他们分别是排名该组小组第一的伊

拉克，目前积14分；排名第二的伊朗，

凭借着上一轮比赛击败巴林，他们的

积分也上升到了12分，而巴林因为胜

负关系同样是12分排名第三。 这个小

组在最后两轮的比赛， 将会非常激

烈。中国香港队和柬埔寨队是这个小

组实力比较弱的球队，目前，中国香

港队积5分，柬埔寨积1分，早已经失

去了晋级的希望，所以最后这场比赛

完全是为了最后的尊严而战。 之前的

比赛中，中国香港队仅仅战胜了柬埔

寨，逼平了巴林，其余比赛都遭遇输

球，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

客队情报：

这个小组的前三名伊

拉克、伊朗和巴林实力都比较强，尤其

是伊拉克和伊朗， 都是曾经获得过亚

洲杯冠军的强队。 这场对阵中国香港

队的比赛， 伊拉克赢球是意料之中的

事情。 然后最后一轮比赛，就会是伊拉

克和伊朗的强强对抗， 很有可能是这

个小组的头名之争。 所以对于伊拉克

来说，最后一场比赛才是重中之重，这

场对中国香港队的比赛， 球队未必会

全力以赴， 也许会轮换一些球员来备

战最后一轮焦点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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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队或成最大黑马

周五103 中国VS马尔代夫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未

曾开出指数。 亚洲区迎来倒数第二轮较

量。

主队情报：

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球迷

最为关注的比赛，A组的比赛。 目前叙利

亚积21分高居榜首， 领先第二名的中国

队多达8分。 中国队头2场比赛全胜，后来

客场对阵菲律宾，结果握手言和，失去了

抢夺3分的机会， 后来又客场挑战叙利

亚，竟然被对手击败，实在是令人气愤。

李铁率队征战的2场比赛，都顺利地战胜

了对手， 大比分战胜关岛，2球战胜菲律

宾。 加上此前在国内的热身赛，李铁上任

至今仍然保持着全胜的战绩。 当然，这跟

李铁带队遇上的对手实力都不强有着很

大的关系。从前面两场比赛来看，李铁这

套首发阵容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武

磊、 艾克森等人都很好地完成了各自在

场上应有的作用，帮助球队顺利拿下了2

场比赛。 此战对阵马尔代夫，李铁很有可

能继续沿用这套首发阵容。

客队情报：

之前中国队与马尔代夫

的首回合比赛中，中国队客场5：0轻松赢

下了比赛，但是这场比赛，虽然是第二回

合比赛，中国队也不能过于轻视对手，马

尔代夫在面对叙利亚和菲律宾的比赛

中，可是都取得进球的，说明这支球队还

是有一定的反击能力的， 中国队在对阵

他们的时候， 可千万不能犯上一场对阵

菲律宾时候的失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这场比赛，中国队只要认真对待，立足防

守耐心进攻，拿下比赛应该不成问题。

周五104 新加坡VS沙特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

未曾开出指数。 亚洲区迎来倒数第二

轮较量。

主队情报：

这个小组海鸥乌兹别

克斯坦、巴勒斯坦和也门，新加坡在这

个小组中属于实力比较弱的球队，目

前的成绩积7分，领先垫底的也门2分，

与榜首沙特相差7分，早已失去了晋级

的希望。 最近2场比赛都是客场作战，

先是客场对阵巴勒斯坦， 球队在控球

率方面与对手平分秋色， 但进攻数据

远不及对手， 双方的射门比更是达到

了2：15， 全场都未能形成具有威胁的

进攻的同时被对手连续破门， 最终只

能以0：4的比分遭遇败仗。 上一轮小组

赛，新加坡客场又5球惨败给了乌兹别

克斯坦。 新加坡属于三流球队，世界排

名也只有158位罢了，实力非常一般，新

加坡本届世预赛的表现同样没有太大

提升，仅比垫底的也门高出2分，一旦此

战失利，随时有垫底的可能。

客队情报：

毫无疑问，沙特是这个

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 也是攻击端

与防守端发挥最好的球队，过去6场比

赛中， 沙特阿拉伯录得4胜2平的不败

战绩，共打入16球丢4球，整体发挥非

常不错。不过，他们目前也还没有到可

以掉以轻心的时候， 虽然沙特当前排

名于小组第1名，但球队仅仅领先第二

名的乌兹别克2分的优势。在接下来的

比赛中，球队仍需全力抢分，以保证小

组头名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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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

都未曾开出指数。 亚洲区迎来倒

数第二轮较量。

主队情报：

这个小组是G组，

除了马来西亚和越南之外， 还有

阿联酋、泰国和印尼。 除了阿联酋

之外，其余都是东南亚球队。 马来

西亚最近的一场赛事， 是在预选

赛中客场0：4不敌阿联酋，球队近2

场赛事接连告负，状态低迷。 马来

西亚目前排名小组倒数第二，已

经无缘出线， 而且在预选赛上的

表现也只是中规中矩， 近期状态

也不佳， 球队似乎对接下来的赛

事都缺乏战意。 不过球队还是擅

长主场作战的，过去的4个主场比

赛全部取胜。 特别是主场还战胜

了泰国， 可见主场还是具备一定

实力的。

客队情报：

越南是这个小组中

最大的黑马，本来大家都以为阿联

酋会是小组第一，结果现在是越南

积14分高居榜首，领先第二名阿联

酋2分。 最近一场赛事，越南在主场

4：0击败了印尼，球队上一次输球还

是在2019年的亚洲杯，整体表现不

错。 越南虽然目前积分领跑小组，

但如果本场赛事只是平局或者输

球的话，就会被阿联酋反超抢走第

一的位置。 从最近一场赛事大胜印

尼就可以看出，球队还是比较在乎

赛事的，战意强烈。 而且球队近期

攻守两端发挥出色，挑战马来西亚

底气十足。 双方过去10次交锋，越

南取得8胜1平1负的战绩，实力明显

占据上风。 两队之间存在实力差

距， 而且马来西亚近期走势不佳，

攻守两端表现失衡，反而越南这边

战意强烈， 加上整体发挥出色，如

此来看，越南完全值得高看一线。

周五102 马来西亚VS越南

周五105 也门VS乌兹别克斯坦

赛事信息：

竞彩胜平负和让球都未

曾开出指数。 亚洲区迎来倒数第二轮较

量。

主队情报：

这是D组另外一场关键赛

事。最后2场比赛，其实对新加坡、也门和

巴勒斯坦这三支球队来说已经没有太大

的意义了， 主要是榜首的沙特和第二名

乌兹别克斯坦争夺小组第一名直接晋

级。 也门目前积5分，1胜2平，1胜是主场

战胜了巴勒斯坦，2场平局是先后和新加

坡2:2平局， 主场2:2逼平了强大的沙特，

令人眼前一亮。 不过最近2场比赛中，也

门先后输给了新加坡和沙特， 尤其是和

沙特的比赛中， 上半场就被打进了3个

球，显示出双方很大的实力差距。除了这

场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外， 还有一场

和巴勒斯坦的比赛， 也门已经没有太大

的战意了。

客队情报：

榜首沙特目前积14分，第

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积分也到了12分，所

以沙特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到第二。 沙特

倒数第二轮的对手是新加坡， 沙特的实

力明显在对手之上，作为世界杯的常客，

沙特击败对手问题不大。 那么对于乌兹

别克斯坦来说， 倒数第二轮的这场和也

门的比赛，就非常关键，乌兹别克斯坦必

须也门， 才能把小组第一的悬念延续到

最后一轮。 不过也门无欲无求，乌兹别克

斯坦很大可能战胜对手。 那么到了最后

一轮，球队再迎战沙特，那么就是小组最

后的生死对决， 谁获胜谁将获得小组第

一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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