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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2015年全国
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新芒
果·春天”郑州站比赛在郑州第
四十七中学（高中部）落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306名业余羽毛
球高手齐聚绿城，最终7个组别
的各5项冠军都被各路高手收
入囊中。

由于本站赛事市民可以免
费观赛，23日上午开赛时记者
在现场看到，一共来了数百名
热情的球迷前来观赛。此次郑

州站的比赛共设有男单、女单、
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按
年龄阶段设7个组别。参加本站
比赛的选手除了有来自我省各
地市的羽毛球爱好者外，还吸
引了北京、河北、陕西等地的羽
毛球爱好者报名参赛。根据竞
赛规程，获得各项目各年龄组
别前两名的选手，将拿到参加
该项赛事年度总决赛的门票。

今年的东西南北中羽毛球
大全国一共设26站，郑州是第
16站，赛事年度总决赛将于7
月17日至19日在哈尔滨举行。

正在河北保定容城·白洋
淀飞碟训练基地进行的全国射
击冠军赛飞碟赛事日前已进行
了多向和双多向两个项目。在
率先开始的男子飞碟多向比赛
中，我省队员杜宇收获亚军。

随后的飞碟双多向比赛中，我
省队员杨依洋成功战胜著名老
将胡斌渊，闯进决赛，最终获得
银牌。接下来将开场的是男、
女双向比赛。（记者 王小娟）

羽毛球大赛郑州站结束

收官之战举办感人的退役仪式——

从此西甲再无哈维

西班牙当地时间5月23日，巴塞罗那队球迷在看台上打出一幅哈维的巨型海报，海报上写着“谢谢你
哈维17个赛季 1998-2015”。当日，在2014-2015赛季西甲第38轮收官之战中，巴塞罗那队赛后举行了
联赛夺冠庆典，以及老将哈维的告别仪式。 新华/路透

昨天，巴萨在两球领先的情
况下被拉科鲁尼亚顽强扳平，没
能以一场胜利结束本赛季的西
甲联赛。不过，和哈维的西甲告
别比起来，这些都已经显得微不
足道。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
哈维被伊涅斯塔换下，就此彻底
告别西甲赛场。走下场的哈维
褪下队长袖标交给小白，诺坎普
全场93743名球迷起立鼓掌，高
呼他的名字……

此时的哈维再也抑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他向看台飞吻，眼
泪却已经在眼眶中打转。回到
替补席后，哈维更是毫不掩饰

地双手掩面，将快要流出来的
眼泪擦拭干净，场面令人十分
动容。

对于巴萨和红蓝拥趸们来
说，这是一场事先就准备好了的
告别。为了感谢哈维对俱乐部
的贡献，巴萨球员本场比赛身穿
特制球衣出场，这件球衣胸口处
印 有“Gracias Xavi( 感 谢 哈
维)”的字样，下面则是本场比赛
的时间——2015.5.23。

除此之外，比赛开始前，在
正对球员通道的看台上，巴萨球
迷一同举起了一个哈维的巨型
横幅。伴随着巴萨的队歌，横幅

缓缓从上层看台向下展开，此时
从球员通道出来的哈维正好看
到此景……

本场比赛，主教练恩里克如
约让哈维获得了首发机会。3
次射门、为队友创造1次得分
机会、2次抢断以及92%的传
球成功率，这是哈维在西甲赛
场的最后一份成绩单。自从
1998年西甲首秀以来，这是哈
维第505次西甲出场，也将是
最后一次。在此期间，他为巴萨
打入58球，并送出113次助攻，
获得8个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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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55027807保密婚查取证找人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婚姻劳动律师 15238093660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案件专家论证15003995652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1869733700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定位找人13213205050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辩护、交通事故17093702721
成付15538167775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成功收费■
专业针对各类现金借款工程

款合同款担保公司欠款快速

找人,保密婚查，诚信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安阳濮阳鹤壁市1513624157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许昌南阳平顶山15136194216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针对个人借款工程款

投资担保，实力见证，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欢迎加盟

郑州周边城市：15093301233
安阳濮阳鹤壁：1503805110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981880092
洛阳焦作三门峡：1518831707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838206311

156-3925-122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成13015506677付
诚18538729110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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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13523067500
紫荆山路电话：15638176869
东区电话：13027788886

全国收购债权
退伍军人帮收欠款难事帮办

快速找人婚查18539562838
闪15538250011办
要账18530015557
商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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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贷款

●楼盘银行按揭贷65329508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许可证●环评63910208
●食品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上门快办公司61350555
●金融公司专办1513611363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7天注册公司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8203677774
专办投资公司15225177774
●低价●记账●注册6559371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资质换证代理1509328144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工商疑难咨询1863803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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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工商■资质”
物业园林房地产建筑资质

八大员技工证特种工快办

安全员安全证专办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266、66364366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3203814556
防水●公路●水利56755093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9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53302664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各类建筑资质二升一53302667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0399
园林●水利●环保63863366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专家55222911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86107088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55058993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科欧

简讯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周
末，河南赊店老酒男篮与来自
加拿大和美国的劲旅展开连续
3天的热身赛较量。比赛中，除
男篮的主力之外，年轻的替补
小队员都得到充分的上场机
会，达到了巩固阵容与锻炼新
人的目的。

为了备战7月份开赛的新
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联赛（NBL

联赛），在5月14日结束了与美
国NBDL明星队的热身后，上
周五晚，河南男篮坐镇洛阳新
安县体育馆迎战加拿大NBL明
星队，抱着学习的态度与实力
比CBA队伍还要高出一大截
的对手过招。上周六晚，河南
男篮转战焦作与美国弗莱克斯
男篮较量，最终以72∶79分告
负。昨晚，双方在中原工学院
新校区体育馆再度交手。河南
男篮再度小负对手。

河南赊店男篮三战北美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