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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2 日下午，
2015年中国郑开国际马拉松赛
外语志愿者培训班在郑开马拉
松组委会举行。来自省内各高
校的40余名外语志愿者参加了
此次培训。他们将承担本届郑
开马拉松赛事期间的随团翻译
等任务。

会上，组委会工作人员对外
语志愿者们进行了通用培训、专
项培训及岗位培训，对志愿者做
了文明礼仪、河南省情、马拉松
基础知识、志愿者基础知识、紧
急救护等方面的专题辅导。培
训内容丰富，现场气氛活跃，目
的就是使志愿者尽快了解工作
要求，及早进入角色，灵活应对
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另外，从赛事组委会获
悉，来自19所商学院、由众多
知名企业的200余名高管组成
的马拉松联盟将参加本届赛
事。赛前，为了商学院EMBA
跑友更好参赛，组委会特意为
其提供了赛前培训，全国知名
长跑教练李培立、来自印度的
瑜伽教练Jack向大家讲解了马
拉松的相关知识和在比赛过程
中常见的问题。

郑开马拉松开赛在即

外语志愿者
进行赛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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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正规刑商律师18903716695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现金收够欠条！婚查、难事

帮办寻人查址13213240271
●回收欠条调查找人13027711150
要账专家86169619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13203719080成付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郑州西区电话：18838272316
郑州东区电话：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5638176869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清纠纷15538311678
全国帮收

追收各类欠款，收购债券。

职业实力团队，诚信合法。

成功后收费。15136126464
要账13783638110
要账收欠条

难事帮办，实力见证，快速合法

咨询专线，13140005465
《要账★婚查》
诚速合法18538729110

工商咨询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食品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注册增资变更记账65251888
●低价快办公司 15136237356
●工商许可证代办13384009701
●超低价记账注册1384910231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6135055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房产物业电力园林66364266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66364366
“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7天快速注册√
15515501559★13027606666
会计工商代理
百业会计快办证照代理记账

15890088017 56532889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专办60396908
各类资质新办升级增项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证办理

18538029920 13525582082

快办公司68268888
抵押贷款

●大房产地银行贷65329508
恒裕典当行

车房黄铂金钻名表票据物资

抵质押68902666/69822333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商标注册63290016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培训招生

●高考数学包教包会55050830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医师证药师证学历证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外贸实训包就业15890067264
●专本硕学历/会计证/经济

师/护士证15937121578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地铁高铁专业
招生65393706
建大造价培训
金水：63716882二七：53632683
推拿师培训
小儿推拿培训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双证推荐安置工作

0371-66210824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河南教学中心

人大商学院河南总裁班由

人大商学院主办、人大河

南校友会协办。面向全省

寻求招生代理合作。

电话：400-1578-666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67100519

招聘

●聘公司高管、销售精英、文

员、生产工人13623848555
●02机05机师傅，方正书报排

版、平面设计13333710758

●高考地理名师13643710155
●技工学校高薪聘电工PLC
维修教师13603992779
●代驾司机营销客服66618777
●卫生服务站聘医师69121302

求职

●资深会计师13393737341
●资深会计兼职13526884725
●工民建、总工13937160084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包装印刷

●手提袋纸盒礼盒86050919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月彩箱600万只，邀配套胶印

设备入厂加盟13949089444

机械物资

●路沿石六角塑模13903953354

杭州叉车68767259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设备物资饭店13203843288
●高收空调废品13623812597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6、21、22版

□鸾台

CBA总决赛第六场，北京
队战胜辽宁成功卫冕。纵观本
场比赛，失误已经成为辽宁队
通往总冠军路上最大的绊脚
石，本场比赛，辽宁队再次出现
了14次失误，这也是辽宁队连
续两场比赛失误达到 14 次。
反观北京队，球队将失误控制
在 9 次，这就是一支总冠军级

球队应有的水准。
本场比赛，北京队一共送

出了19次助攻，全队10名球员
之中7人都有助攻入账。反观
辽宁队，全队只有 14 次助攻，
而且9名上场球员之中，只有6
人有助攻入账。从助攻数据可
以看出，辽宁队在总体打法和
策略上更多地体现出了单打独
斗的特点，而北京队则是更加
多元化，这就是“一个人的篮

球”输给了“五个人的篮球”。
本场比赛，北京队再次使

用了10人轮换模式，而辽宁队
则是只有 9 人轮换，这也是辽
宁队在本次总决赛中上场人数
最多的一次。对于 7 场 4 胜制
的系列赛来说，体能是决定球
员场上表现的关键因素，北京
队保持着每场至少 10 人轮换
的模式，这也最大化地保证了
球队主力和替补的体能充足。

北京总冠军！马布里MVP！
CBA总决赛第6场辽宁主场告负

□小安

昨晚，2014-2015赛季
CBA总决赛第六回合，辽宁
队回到主场迎战北京。凭借
末节的三分狂潮，北京队一
举奠定胜局，106∶98战胜辽
宁，总比分4∶2夺得本赛季
CBA总冠军，这也是北京队
四年内第三次夺得总冠军。

辽宁队开局落后，但凭借
一个11∶0的小高潮反超并微
弱领先。进入次节两队展开
对攻，比分一直胶着。半场结
束，北京队53∶50暂时领先。

易边再战，北京队连进
两记三分，再加上积极拼抢
篮板球，第三节结束时，领先
已达10分。末节北京队外线
手感火热，继续领跑比赛。
贺天举连中两记三分缩小比
分，但北京队一直控制比赛
节奏，最终客场取胜。

本场比赛，北京队翟晓
川15投11中，贡献27分6篮
板，马布里24分5篮板7助攻
4抢断。辽宁队哈德森27分
9篮板7助攻，贺天举21分。

在比赛结束的一瞬间，
北京队主教练闵鹿蕾主动拥
抱辽宁队主教练郭士强。

北京队外援马布里荣膺
总决赛 MVP，这是他进入
CBA以来第一次获此殊荣！

北京为什么比辽宁强？

3月22日，北京首钢队球员孙悦（中）高举奖杯庆祝夺冠。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