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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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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0、21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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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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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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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执照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代理记账 13253362163 王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快办低价注册验资63659753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58899
机电●石油●矿山 63697099
消防●照明●承修 63830333
钢构●防水●环保 63512939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环评消防快办
河南环评消防审批 86172660
全省资质

建筑市政公路 18337119282
房地产水利●物业 86258790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免费注册68268888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转让物资设备

●闲置医疗器械物物交换。

电话 18937628197
●家有事生产中塑料桶厂设

备 整 体 转 让 13937191818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今晚，中国女子篮
球联赛将展开第七轮的争夺，
河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今晚将
做客鄞州，对阵八一女篮。对
于这场比赛，主帅王晓梅目的
很明确，就是要用一场胜利，止
住两连败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女篮
在本赛季的首场胜利，就是主
场战胜了八一女篮，并且那一
场比赛中来自美国的外援帕克
还没能上场，可以说是河南队
完全凭借本土力量战胜了对

手。对于今晚再度与八一队交
手，河南女篮阵中已经增添了
帕克这位强力外援，大大增加
了球队的实力。“尽管我们本赛
季曾经战胜过她们，但这并不
能说明我们的实力就完全比她
们强。与军旅交手，我们还是
要全力以赴去拼她们，充分发
挥自己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
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果我们一
直想着曾经战胜过她们，并为
之背上思想包袱，这就会被
动。所以还是希望队员们可以
完全放开，放开去拼。”王晓梅
说。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今晚，女排联赛将
展开第二轮的争夺。河南鑫苑
女排将坐镇漯河体育中心体育
馆迎来自己的首个主场，对手
正是首轮遭遇的浙江女排。对
于新赛季的第二次交锋，河南
女排期待可以借主场之势完美

“复仇”。
新赛季刚一开始，河南与

浙江两队就在短短四天内两度
过招，对于双方都是一次“考
验”。10月31日的首轮比赛，
河南女排做客浙江嘉善挑战上
赛季第四名浙江女排，整体发
挥欠佳且失误频频，未能取得

新赛季开门红。今晚再度与浙
江女排交手，河南女排将会对
阵容及打法做出适当调整。球
队核心朱婷表示，“我一定会充
分发挥自身的水平，与队友去
争取胜利。”

对于本赛季的首个主场，
河南女排主帅詹海根告诉记
者，与浙江女排比赛之后，河南
女排11月1日从浙江赶回漯河
主场，紧张地备战今晚的比
赛。“我们针对第一场比赛暴露
出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训练，另
外，我们也对球员们的心态进
行了调整，明确队伍的位置，每
一场比赛都要抱着拼对手的心
态应战。”詹海根说。

客战八一 河南欲结束连败

再战浙江 河南要主场“复仇”

昨日，火箭在客场89109遭热火逆转，苦
吞3连败。三场比赛不多不少，每场都输对手
20分。据数据统计，NBA历史上此前从未有
球队在赛季开局连输3场且每场分差达到20
分的球队，火箭成为了第一支。

此前一轮结束后，哈登曾嘴硬表示“常规
赛还有80场要打”。同时哈登还豪言，自己要
变出一些戏法。只是话音刚落，此役，哈登又
上演一出“打铁秀”。

全场收官，火箭从最多时领先21分到狂输
20分，哈登显然难辞其咎，全场15投仅仅2
中。一位上赛季MVP级的球员，新赛季居然
堕落成这样，当真是万万没想到。 阿莱

休斯顿火箭郁闷地结束比赛后，就有当地
媒体爆料，赛前哈登去夜店狂欢到比赛当天凌
晨4点。有目击者称，在迈阿密当地一家名为

“梦想”夜店里，看到了哈登和火箭队友泰·劳
森狂欢的身影，并且拍摄了视频。

爆料者提供的视频虽然画质很不清晰，但
凭借标志性的大胡子，人们还是能够一眼认出
那就是哈登。 新体

洛杉矶湖人主场93103不敌达拉斯小牛
遭遇三连败。作为球队领袖，科比全场15投3
中，三分球8投2中，7罚7中，科比得到15分、
5个篮板和1次助攻。仅从数据上就可以看
出，科比的投篮感觉仍不理想。

毕竟过去三个赛季科比都遭遇重伤，他本
人也希望能以健康的身体打完这个赛季，更多
地选择跳投而不是突破。

不过，尽量避免受伤并不意味着科比在场
上打得不拼，第四节中他曾奋不顾身地扑到场
外去救一个篮板，还曾积极去拼抢一个进攻篮
板，从这些细节仍能看出他对胜利的渴望和执
着。对湖人的年轻球员们来说，科比是他们学
习的榜样，他的这种拼劲肯定也会感染到身边
的每一个人。 王文

NBA 新赛季
打了三场比赛，科
比场均“打铁”12
次，手感冰凉。但
有点搞笑的是，在
“打铁”这一点上当
今第一得分后卫和
昔日第一得分后卫
同病相怜，火箭那
边詹姆斯·哈登前
三战场均14次“打
铁”。

比赛前夜哈登狂欢

怕受伤的科比依然玩命

赛后，科比公开批评了自己的表现，他称
自己打得烂极了：“我真是太烂了，我得到了想
要的投篮机会，只是没能把球投进。”

ESPN本赛季的球员排名中，科比被排在
第93位，对于这一排位，科比曾回应说是“愚蠢
的”，可昨天他把自己排在了第200位。 王文

科比：此役跌至200位

手感冰凉，科比、哈登拼“打铁”

根源

自嘲

WCBA联赛

全国女排联赛

火箭创NBA最差开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