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日前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国家体育总局
发出号召，为助力河北抗疫做出力所
能及的贡献。1月27日，中国体育彩票
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号召，开展“体彩抗
疫送温暖”活动，向河北省医务工作
者、环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等一线抗疫人员捐赠了价值130万元
的防疫物资。

据了解，中国体育彩票此次捐赠
的马甲、围巾、手套等防疫物资共
26000件，将捐赠给河北石家庄和邢
台的一线抗疫人员。受捐单位包括火
眼核酸检测实验室、黄庄隔离点、长

安区环卫局、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
省中医院、石家庄火车站、正定火车
站、裕彤社区等，体彩为这些单位的
抗疫人员献上一份爱心、送上一份温
暖。
河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泽峰表示，体育彩票的这次爱心行动
非常及时，给全力抗疫的河北送来了
体育人的温暖。他说，中国体育彩票作
为国家公益彩票，在筹集公益金支持
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同
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实际行动支
持河北抗疫工作，使河北一线抗疫人
员感受到了来自全国体彩人的关爱和

支持。
1月27日，河北体彩中心工作人

员将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给火眼核酸
检测实验室的1500件防疫物资送到
了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者的手中。
接受捐赠的火眼核酸检测实验室代
表表示，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物资
不仅为抗疫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些温暖和关怀，还给予他们力量，
令他们感动。1月28日，石家庄的一线
环卫工人和社区抗疫志愿者也收到
了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物资，他们
表示，冬天里收到来自体彩的关爱，
感到身暖心更暖。

进入“五九”，河北石家庄的天气
依旧寒冷，城市里却涌动着爱心汇成
的暖流。据悉，中国体育彩票为河北捐
赠的抗疫物资，将于近日陆续送到奋
战在一线的抗疫人员手中。全国体彩
人相信，只要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团
结奋斗，相信一定能够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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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福德捍卫主场优势

同舟共济 温暖冬“冀”
———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物资助力河北抗疫

德国足球乙级联赛
汉诺威96 VS 奥斯纳布吕克 3

2021-02-02 星期二 3:30

汉诺威96目前积26分排名德乙联

赛第8位，距离升级区有10分的差距。

奥斯纳布吕克目前积22分， 排名

联赛第13位，仅领先保级区6分。

汉诺威96本赛季主场5胜1平2负，

主场战绩位列德乙联赛第8位。

奥斯纳布吕克本赛季客场4胜3平

2负， 客场战绩能够排在德乙联赛第6

位，但球队在主场只拿下2胜1平6负的

战绩。

汉诺威96近10场比赛5胜1平4负。

球队上轮负于卡尔斯鲁厄， 排名上被

对手超越。

奥斯纳布吕克近10场比赛2胜8

负。 球队自2比1战胜基尔之后，近4轮

联赛全部以失败告终，且近3场比赛都

未取得进球。

两队近7次交手，汉诺威96以3胜2

平2负稍占上风。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半/一， 主胜

1.63，平局3.70，客胜4.40，主场作战的

汉诺威96被看好。

汉诺威96尽管近期状态起伏，但

球队仍善于在主场作战。 反观奥斯纳

布吕克已经4轮不胜， 近6场比赛更是

输掉了其中5场，球队状态糟糕。 本场

比赛看好汉诺威96在主场拿下胜利。

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
沃特福德 VS 女王公园 3

2021-02-02 星期二 3:45

作为上赛季的英超降级队， 沃特

福德目前积47分排名英冠联赛第四，

距离榜首的诺维奇有7分的差距，仍有

很大机会重新回到英超。

同样作为曾经的英超球队， 女王

公园巡游者本赛季状态糟糕， 目前仅

积27分排名联赛第19位。 比垫底球队

也只仅多5个积分。

沃特福德本赛季主场10胜2平1

负，主场战绩位列英冠榜首。但客场战

绩较为糟糕，13场比赛仅拿到3胜6平4

负的战绩。

女王公园巡游者本赛季客场3胜5

平5负。 客场战绩位列联赛第17位。 然

而球队主场战绩更为糟糕， 仅排在英

冠第19位。

沃特福德近10场比赛5胜2平3负。

球队在输给斯旺西之后， 近4轮联赛3

胜1平保持不败。

女王公园巡游者近10场比赛2胜5

平3负。 上轮球队主场一球不敌德比

郡，结束了联赛两连胜。

两队近10次交手，双方各胜4场，2

场打平。 两队近5次交手，只有一场比

赛一方能够净胜2球。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半/一， 主胜

1.70，平局3.55，客胜4.15，联赛排名靠

前的沃特福德较为被看好。

目前两队实力差距较为明显。 沃

特福德尤其擅长主场作战， 而女王公

园巡游者虽然近期状态有回暖迹象，

但糟糕的客场战绩仍然不足以使其在

对手主场拿下分数， 本场比赛看好主

队全取3分。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皇家贝蒂斯VS奥萨苏纳 3

2021-02-02 星期二 4:00

皇家贝蒂斯目前积27分排名西甲

联赛第八，距离欧战资格区还有5分的

差距。

奥萨苏纳本赛季目前排名联赛倒

数第四，离降级区仅有1分的优势。

皇家贝蒂斯本赛季主场4胜2平3

负。球队主客场战绩较为均衡。但球队

进攻较为乏力，目前打进26球，与毕尔

巴鄂竞技并列前10名球队中进球最少

的球队。

奥萨苏纳本赛季客场1胜4平5负。

战绩位列西甲倒数第二。

皇家贝蒂斯近10场比赛5胜3平2负。

球队近期各项赛事已保持七场不败。

奥萨苏纳近10场比赛3胜6平1负。

可以看出球队目前的排名是由于平局

过多所导致。

两队近10次交手，皇家贝蒂斯6胜

1平3负占据上风。 奥萨苏纳上次赢球

还是在2014赛季的西乙联赛中。

目前指数给到主让半球 ， 主胜

1.85，平局3.35，客胜3.80，主队受到追

捧。

皇家贝斯蒂斯近期状态稳定，近4

轮联赛2胜2平保持不败，过去6次面对

奥萨苏纳拿到5胜1平的压倒性战绩，

且其中5场比赛甚至未让对方获得进

球。奥萨苏纳客场战绩不佳，本场比赛

面对实力高于自己的对手， 拿分实在

太过困难。 本场比赛看好皇家贝蒂斯

在主场轻松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