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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资讯 >几个月前，北京首钢队外援
马布里拿着各种手续、材料，到北
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申请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这就是俗
称的“中国绿卡”。而近日老马终
于如愿以偿，他也成为CBA历史
上第一个获得《外国人永久居留
证》的现役外援。更重要的是，有
了“中国绿卡”后，老马在北京长
期安家与未来发展的归属感无疑
会更加强烈了。

其实，老马在上个赛季就有
申请“中国绿卡”的想法，因为在
他的心里，早就这样感觉，“我觉
得这里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一
样，这里的人们拿我像家人一样
对待，我在这里不仅是打球，而是
生活，我也非常适应这里的生
活”。

按照规定，符合申请“中国绿
卡”包括六类情况：夫妻团聚、亲
子团聚、亲属投靠、特殊贡献、任
职人员与投资人员，老马就属于

“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
家特别需要”这个类型，老马为北
京队在四年内三次获得总冠军立
下了汗马功劳，他还是北京的第
30位荣誉市民。除此之外，老马
一直都在积极地融入北京生活，
曾经挤地铁去训练、努力地学中
文，还多次去参加公益活动，看望
患病孩子等。

按照规定，获得“中国绿卡”

后，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
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
义务外，在原则上就可以与中国
公民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
的义务。而对于老马而言，可能
最为直接与明显的便利之处就
是，从今往后在中国居留期限不
会受到限制。但需要指出的是，
拿到“中国绿卡”并非等同于加入
中国籍。

另外，老马的个人博物馆“马
布里之家”将要在北京开门了。
这里边有老马在北京队打球时那

些珍贵的东西：高举冠军鼎的照
片、夺冠时穿过的战袍，还有老马
在美国高中、NBA时的一些荣誉
纪念，这些是从纽约老马家中运
过来的物品。

老马这些年在北京打球留下
了太多印记，而这个“马布里之
家”则无疑是老马与这座城市又
一次融合的体现。在老马的心
里，他其实想让更多的人了解他，
他想敞开自己家的大门，让造访
者看看他的经历，了解他的感
受。 (文图均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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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布里如愿获“中国绿卡”
个人博物馆“马布里之家”将要开门了

北京市长为马布里（左）亲自颁发“中国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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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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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出租仓库厂院

●大型仓库招租18703838997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房
13203871190,13783602593

●郑上路30亩休闲农庄及一
千㎡厂房出租15515521555
●转让或出租工业用地厂房
手续全13939062007杜先生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港区60亩厂院18790298366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丰产路门面出租18638736999

●建业大楼230平15515671413
●郑州黄河北岸涂料厂房及土
地出租或转让13526538080

房地产中介
●华南城二手房13140189008

房地产
●花园路英才街天地湾叠加
三层高档别墅前后花园车库
430㎡售660万18539258293

海南温泉房
醉氧之都海南白沙，山湖泉共

享，温泉入户，3980元/㎡起，
70年产权，毗邻高速高铁，
400-157-0809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66210078 13513805862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德良和保洁+水电86630068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外墙清洗家政地毯63291328

转让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15713870691
●中原路西三环整栋商务酒

店转让。周13937129616

●工人路新建时尚宾馆转让

18638110005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商

●秒到账POS机18603715350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400-044-4561
QQ: 570862714www.cqgz8.com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西凤金凤凰酒
诚招市、县代理商、团购商

4000161519/15038093009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617890777
●商场市场饭店15003829996

●低租金饭店转让18537195388
●东区800㎡饭店1328371678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转让商铺门面

●转让！成熟商业区！足疗会所！

1280平方！13007506212李
●国基路470㎡、52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电脑维修

●电脑办公设备快修63599585

公告

● 遗失声明

郑州市张寨街煤建商店“建

管字第335号”建筑许可证

（1958年12月1日）原件遗失。

特此声明。

郑州煤建有限公司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1、22版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本赛季中
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展
开了第二阶段第十轮的争夺，
做客张家港的河南伊川农商
银行女篮66∶81不敌东道主
江苏女篮。不过，同时还有一
个好消息从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传出，2016年WC-
BA全明星赛将于明年 1月
30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与往届 WCBA 全明星赛一
样，全明星赛南区队和北区队
的首发球员，将通过球迷网络
投票选举产生，河南女篮老将
陈晓丽、外援仙杨·帕克和中
华台北球员黄品蓁均入围
2016年WCBA全明星赛南
区明星队首发球员候选名单。

根据 2016年WCBA全
明星赛首发球员票选规则规
定，球迷需登录WCBA官网
对候选球员进行网络投票，每
个球迷从南、北区候选球员名
单中各选择一名中锋、两名前

锋、两名后卫，共十人进入南、
北全明星队首发阵容，投票截
止日期为2016年1月15日，
最终的票选结果将于2016年
1月18日公布。河南女篮陈
晓丽、仙杨·帕克和黄品蓁三
位球员依靠本赛季的抢眼表
现均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根
据技术统计，老将陈晓丽场均
贡献10.8分、4.3个篮板和2.3
次助攻；仙杨·帕克场均贡献
17.6分、12.8个篮板和2.7次
抢断，本赛季她单场最高得分
达到过31分，最高篮板数则
为22个；来自宝岛台湾的黄
品蓁是本赛季WCBA的“状
元秀”，本赛季她场均为河南
女篮贡献 15.2 分、5.8 个篮
板、2.4 次助攻和 2.7 次抢
断。陈晓丽、仙杨·帕克和黄
品蓁分别以中锋、前锋和后
卫的位置，出现在南区明星
队首发球员候选名单中。喜
欢她们的球迷赶快登录WC-
BA官网，为家乡球队的球
员投上一票！

WCBA全明星赛票选开始

河南三将入围候选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