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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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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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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 60277555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 18003820332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星级保姆保洁育婴65942095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石材养护外墙清洗85395209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招 商

●供应土元种、苗13613716021
●亚风快运招商 15638817058
●飞鹰货运诚招郑州市区、地市

县加盟代理商：15937108331
●申办拳赛送眼镜13525516687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烧鸡店招加盟 13937915272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信息窗口

●专业绿化养护 13283882322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帮你办厂，生产涂料、内外

墙乳胶漆。13343749571

转 让

●500m2超市转让13007611494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电商专家咨询 18939210288
● P2P系统开发 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建设品牌设计56769901

转让商铺门面

●郑尧高速新郑西出口向西

3 公里 800m2钢绐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 13608690062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500m2饭店，做中餐火锅均可

房租低位置 13253682333
●二七区饭店转 13949002890

●政七街600m2饭店13683803939
●400平米一层临街门面（饭店）

转让13937102287
●文化路火锅店 15837159550

寻人启事

●吕建波林县人4
月3号上午9点在
马寨六胡垌丢失

身穿深蓝色衣裤

有精神病31岁望
好心人及有信息者与我联系

必重谢电话：15515792869

出租招租
●陇海东路 325 号一层商铺

1000m2可做服装、银行、超

市等，招租电话 13938231790
冯先生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 120
亩交通便利 1370379997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黄河南路整楼2.6万m2可分租

（办公商业）15036156363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层临街

商铺 300m2 13703841004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电话：0371—87086666
●卫生路北段整楼800平方招租

电话 18538191771

●经三北段 1 千平 60 元 /平
转让出租 18538236362
●500m2 办公用房招租，花园路

与丰产路交叉口 18137799789
●转国基路门面 13073778335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索凌路与国基路普罗旺世商

业街旺铺电话 13140110505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修

15838249916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200到 600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电话：15290856399

房地产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出售西大街 5层商铺 2千平

方价格面议 13383818833

求购求租
●急需各类仓库 8 万平方米

18703838997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 25000m2电话 13203733966
●北四环厂房租 13673661085

●古荥厂院出租 13633835869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城东南路仓库出租电话：

66736683、13523456727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 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分类信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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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建业队的伊沃（左）在比赛中从容出球

昨晚，比赛第55分钟的一幕
让人格外揪心，建业后防大将戈
麦斯在一次拼抢过后受伤被唐德
超换下。这个意外让老贾没能打
出第三张牌。缺少了肖智对于建
业的进攻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如果戈麦斯再受伤，建业的后
防线将受到不小的冲击。目前，
戈麦斯腿部的拉伤还不明确，需
要进一步检查。不过，老贾已经
做好应对困难的准备，“肖智受伤
之后，球队也需要做一些特殊的

安排，接下来会想办法寻找人选，
把缺陷弥补一下，空中实在不行
就走地面，根据足球规律来吧。”

“客场比赛不好打，杭州上一
轮赢了重庆力帆，士气更旺，而且
绿城最近几年培养了很多球商非
常高的年轻球员。今天建业取得
1分很不容易，感谢球员在场上的
团队精神，大家都尽力了。”赛后，
贾秀全对于收获1分的结果很满
意，毕竟联赛还很漫长，接下来建
业还会一场场去拼。

□记者 王玮皓

本报杭州专电 昨日，随着杭州气温的骤降，已经穿上单衣的人们又裹上了棉袄，由于是周
一的比赛，黄龙体育场的看台上略显空荡，而这些也为建业与杭州绿城的比赛平添了几分沉
闷。最终，双方互交白卷，谁都没能如愿取胜。

肖智伤停，空中优势丧失
算上以往的赛季，甚至从

上一轮之前，肖智都不是建业
队中最经常被提起的名字。
但昨晚，这个因伤没有来到杭
州的队员，却成了媒体议论最
多的人。

昨晚，徐洋迎来了本赛季
的第一次登场亮相，锋线上的
首发还有萨哈拉和伊沃，加上
替补名单中哈维尔和雷永驰，
建业在前场没有一个超过1.8

米的队员。丝毫没有悬念，在
对方大个林立的后防线面前，
建业在高空球的争夺上处于
明显劣势，特别是杭州绿城队
1.92米的主力中后卫布拉比
伤愈复出，几乎解除了绿城队
的空中警报。

“徐洋的特点是快，让他
首发的目的就是针对杭州绿
城几个大个子的中卫，利用速
度和灵活，希望突破对手的防

线。”其实，建业今年的锋线球
员都有不错的速度优势和脚
下技术，但高度普遍较低，也
就放大了肖智的作用。

个子高、头球好的肖智成
为球队最有效的支点，肖智不
在场上，大家只能尽力拼抢第
二点，面对杭州绿城这种主打
控球的球队，本赛季控球率本
就不高的建业，昨晚只有
36%的控球时间。

威胁对手，大多通过远射

虽然控球不占优势，但高
效的防守反击一直是建业的
拿手好戏。下半场一开始，贾
秀全便同时换上了尹鸿博和
哈维尔。主打速度牌也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建业在边路的
突破屡屡得手，不过，突破之
后选择向绿城禁区内起高球，
只会让对手的后卫表演头球，
两个边路更多的是横穿到中
路在禁区前做文章。

渗透不进去最好的办法

就是选择远射。昨晚，建业
15 脚打门高出对手将近一
倍，几乎都是远射。虽然放了
不少高射炮，但还是有几次很
有威胁。上半场，买提江质量
极高的射门被门将封堵，伊沃
刁钻的任意球也被门将奋力
扑出。下半场，尹鸿博在禁区
外突施冷箭，加上徐洋禁区前
沿的弧线球打门，都被绿城门
将一一扑出。

反观杭州绿城，不知是否

由于气温较低，绿城的球员进
入状态比较慢，上半场绿城创
造出了两次非常好的得分机
会，只是禁区内的两脚射门都
擦着立柱偏出。下半场，绿城
势头有所提升，但过多的低级
传球失误，让他们没能组织起
太多的攻势，不过，两次射门
还是极大考验了建业的门将
吴龑，而吴龑没有辜负贾秀全
的信任，对手头顶脚踢两次极
好的得分机会都被他化解。

满意结果，寻找应对措施

客场与杭州绿城的比赛互交白卷

沉闷的场面中，建业想念肖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