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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21日晚，NBA
巨星世界篮球巡回赛，CBA
辽宁队与艾弗森美国明星
队的比赛在哈尔滨开赛。
让球迷们意外的是，绰号

“答案”艾弗森整场比赛都
在场下观赛。有球迷表示
不满，大喊退票。

“我们和艾弗森签订的
合同中，对他的上场时间有
明确规定，他的经纪人十分
肯定他能上场打球。他没
有和他的队友一同出场，而
是在酒店房间里磨到七点
多才出来，七点半才到场
地。我们动员他上场，他无
动于衷。”相关传媒公司的

负责人如此解释。
艾弗森在中国的表演

赛中拒上场的消息真是这
样吗？美国篮球网站RE-
AL GM的报道中称，艾弗
森和赛事组织方签的只是
一份执教的合同，尽管如
此，当艾弗森到达哈尔滨
后，赛事组织方仍然不遗余
力地想要让艾弗森上场比
赛。随后赛事的组织者一
度让艾弗森滞留在哈尔滨，
并且延期了巡回赛第二站
的行程。艾弗森的家人非
常不满，一度希望他终止这
场 巡 回 赛 ，立 刻 返 回 美
国。 里克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体育局
获悉，2015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
毛球大赛郑州站的比赛，将于今天
在郑州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全国
各地的306名业余羽毛球高手将
展开角逐。

始创于1998年的全国东西南
北中羽毛球大赛迄今已成功举办
17届，成为国内业余羽毛球运动
的第一品牌赛事。今年的赛事全
国一共设有 26 站，郑州是第 16
站，设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
混双5个项目，按年龄阶段设7个
组别。根据相关竞赛规程，获得各
项目各年龄组别前两名的选手，将
获得年度总决赛的门票，总决赛将
于7月17—19日在哈尔滨举行。

东西南北中
羽毛球大赛
今日郑州挥拍除了遭遇罢工，一些奥

运场馆也正面临易地的尴
尬。里约政府发表声明称，
在马拉卡纳球场旁、原计划
举办奥运水球比赛的“Ju-
lio Delamare”水上运动中
心，将不再举办该项赛事，因

为政府方面认为，翻修场馆
所需支出的2000万美元太
昂贵。此前，由于费用问题
没有谈拢，该水上运动中心
的翻修工作迟迟未能展开。
目前，政府方面正在紧急寻
找新的奥运水球比赛地。

里约奥运筹备又添烦心事

据新华社电 2015年法国网
球公开赛昨天中午在罗兰·加洛斯
的法国网协博物馆举行男、女单打
抽签仪式。

男单方面，卫冕冠军纳达尔由
于世界排名跌出前四，他的位置成
为本届赛事抽签的最大看点。最
终，纳达尔被抽入1/4区，如能打
入四分之一决赛，或“提前”遭遇头
号种子德约科维奇。

自从去年4月被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约翰·科茨一番
“史上最糟筹备”的言论“鞭策”之后，里约的筹备进度在
过去一年明显加快。然而，筹备工作近两个月来再起波
澜：本周一开始的数千名建筑工人罢工不知何时停止，
而奥运水球比赛也因为场馆成本过高和施工进展缓慢
而不得不易地举行。

从本周一开始，约8400
名给奥运场馆施工的重型机
械工人宣布罢工，发起此次
罢工的城市重型机械工人联
盟称，若到时雇用方依然不
满足给他们涨薪8.5%和每
月增加40雷亚尔（约80元
人民币）饭补的要求，罢工将
持续下去。

近来，随着巴西通货膨
胀率持续增长，巴西物价上
涨步伐也在加快，原本就工
资很低的工人们生活负担更
加沉重。该工人联盟主席杜
阿尔特直言不讳：“如果罢工
延长到10至 15天，对于奥
运场馆建设进展肯定会有消
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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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招 商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0.3%实时到账pos18603715350
●银联商务 POS金融平台招

县市合作，18768861058温
●大型会所保龄球室内高尔夫

等寻合作伙伴1813471088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水溶肥招代理037160263969

转 让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 15713870691
●营业中（涮）火锅店转让，

生意旺，地址：东风路省中

医院对面1800m2 15936252882
●转文化路火锅店15837159550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软件网站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P2P、商城开发15738386668

让饭店酒吧

●东区九百平饭店低价急转

有充值额近20万15938760078
●饭店450平低转15037142220

寻人启事

●谷朝云男61岁
身高168厘米，右

眉毛有一小伤疤，

河南省漯河市舞

阳县人，于14年
3月，在漯河市源汇区荷苑

小区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已报警，有线索请联系谷先

生 18939598683或 110定酬谢

房地产

●急售周口旺铺 18625883344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出租招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全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

招租：0371-87086666
●7000m2 郑州市框架楼房出租

仅限养老行业 13598875180
●郑州航空港区9700平米整院

出租，人流大，方便停车，

电话：56592666 17839957000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农业东路与地德街东 50米
纯一层门面250m215516187086
●经八路纬五路半地下 600m2

超市培训其它 13837175757

●开封新区国有土地 30 亩
招商合作 15138917765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m2

商场整体出租 15938761397

求购求租

●求购5亩左右临路有手续地

块非诚勿扰李 15225163263

写字间楼

●花园路招银大厦多层出售地

铁商圈有车位 67895618

出租仓库厂院

●郑州桥北厂房 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 18838231328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可分租 15565666666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古荥厂房出租 13633835869
●北郊标准厂仓 13673661085
●市郊工厂 17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四环郑密路2500m2车间办公

楼土地证水电全 13938507112
●出租2800m2仓库13598088658
●城北路厂房租 13783563701
●荥阳30亩院1000m2办公楼有

水电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0、22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
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
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东南角100米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 121号（西大街与北
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工人罢工 场馆易地

物价上涨 场馆施工工人要求加薪

无独有偶，在上月底，国
际帆船联合会也表示，如果
里约再不抓紧治理奥运帆船
海域污染问题，明年的奥运
会帆船比赛只能在其他没有
污染的海域进行。作为里约
奥运会帆船比赛地，瓜纳巴
拉湾的水污染问题备受关
注。在该海域可以看到被污
水冲刷到岸边的床垫、鞋子
和其他生活垃圾，而在污染
严重的海域，成堆的垃圾在

海水低潮时竟会形成“小
岛”。

去年，里约政府官员也
表示，该海域的污染问题正
在得到解决，然而常年研究
该海域污染问题的专家却
称，清理工作没有太多进
展。国际帆船联合会竞赛部
主管福克斯也称，该组织对
里约在清理奥运帆船海域垃
圾的缓慢进展感到失望。

据新华社

翻修太贵 水球比赛场馆仍无着落

污染严重 帆船比赛地面临改址

纳豆八强
或遭小德

法网抽签揭晓

耍大腕拒绝上场耍大腕拒绝上场？？
被强迫打表演赛被强迫打表演赛？？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答案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