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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河南
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
心获悉，201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
冠军赛第二站在信阳结束，河南
小伙胥玉龙夺男子40公里个人
计时赛金牌，领先第二名近 20
秒，优势非常明显。

信阳站的比赛为2016年度
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的第二
站，为期4天，这也是这项全国最
高水平的专业公路自行车赛事
时隔4年再次来到信阳。除胥玉
龙外，河南省女队员马梦露还获
得了本站比赛女子个人赛（公路
110公里）的铜牌。

河南小伙
信阳站称王

中职联董事长姚明昨日在
北京表示，中国篮协对于中职联
提出的诉求不予接受，双方已失
去继续沟通的基础。

这两点诉求为中职联整体
加入CBA公司和CBA公司授予
中职联商务权。篮协代表给出
的理由是：第一，只有 20 家俱乐
部均加入中职联公司，篮协才有
可能考虑；第二，篮协必须坚决
执行总局批复的成立 CBA 公司
的联赛改革方案，中职联方面无
权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

据新华社

公路自行车冠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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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2、16版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机械物资

折弯机剪板机
刀模配件长江集团6358643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招聘

●广告媒介业务17737199292

●郑州升龙门诊体检中心聘

中医、眼科、外科、内科执

业医师13938219498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中考高考冲刺037188889193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张利民、月嫂、保姆56781234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信息窗口

●车辆GPS定位13939056712
●水果、干果配送66663355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商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全国连锁披萨领导品牌萨

美溢招县市加盟13774472626
●小投入免加盟15093373737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15939049304
洗衣招商加盟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13903867120、4000886255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转让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1
●位佳盈利饭店18538128085
急转巩义酒店

4000㎡，客房66间，两个歺厅，

设施齐，正常经营13213203666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建分销系统APP13373919238

让饭店酒吧

●颖河路600平方米饭店转让，

房租极低13007609966闫先生

转让商铺门面

●纬三路与经五路洗浴会所

转让，同行优先，价格详谈

18537775188 18537710026

寻人启事
●王予濮女63于
4月18日从宾馆

走失，穿咖啡色

暗格外衣深灰暗

格裤，橙色皮鞋短

发手拿白瓷茶缸13818235326

声明

●河南大学董燕粉毕业证1047
51201205000238、学位证10
47512012000238均丢失作废

●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

有限公司于2013年05月30
日办理的建筑企业资质证书

副本丢失（证书编号：A206
4041070401-4/4）声明作废

●五洲公司豫ATM002高新江

服务资格证（证号77296）及 IC
卡丢失，声明作废。

●王庆祝郑房权字第13010549
81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宇宏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侯晓莉一级注册结构

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S114101426，声明作废。

●古旻郑房权字第0301090874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此

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

将予以补发。

●河南省计量协会公章及财

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李万峰不慎丢失河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专科毕业证，证书编号：

127945201306000106，声
明作废。

●河南省公安厅文印中心社

会保险登记证丢失证号4101
99001999特此声明。

●郑州紫金驾校《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郑字41010102
4659号法人王俊超，因精力

有限，特更换法人为刘志41
0104198611250118。变更

后，学员及遗留学员培训考

试由刘志负责，特此声明。

●河南玥铭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代码（91
410200MA3X5UYK18），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20003
606201）均丢失，声明作废。

●兹有王冰茹批准文号000095
17的成教专科毕业证明书、

证书编号为5069952003050
01189的成教本科毕业证书

不慎丢失，原证声明作废。

●滑县高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副本一份，证书编号：B205
4041052601-4/3，声明作废

●仝智静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026
04088446，声明作废。

●郑州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4101010000307
05，声明作废。

●郑州百味合餐饮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陈壁洪郑州黄河医学专修学

院毕业证遗失毕业证号（01）
01370428 ，声明作废。

公告

●注销公告：河南赟誉商贸

有限公司（注册号：410101
000195701）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清算组由李明玉、周

欣组成，李明玉任组长，请

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在本赛季花了大价钱引
援后，苏宁的战绩十分漂亮，
最近8场正式比赛只输了1
场。赛前，苏宁所在的E组
积分排名咬得很紧。东京
FC积7分，全北现代积6分，
苏宁积5分，分差依次只有1
分。

昨晚，比赛刚开场第5分
钟，吴曦便挑射首开纪录。
两分钟后，对方后卫解围失
误，若门前推射扩大比分。
上半场江苏苏宁20领先取

得梦幻开局。或许是雨天踢
球显得特别耗力的缘故，两
队随后陷入平缓期，场上激
烈对抗场面很少见。比赛最
后时刻，吉翔再入一球，苏宁
30全取三分。

经过昨晚一轮大战，出
线格局仍未明朗。昨晚，全
北取胜东京后积分达到9分，
苏宁积8分名列第二，东京仍
是7分。小组赛收官之战，苏
宁将在客场挑战全北现代，
东京FC则在客场挑战越南

平阳。从对阵形势来看，东
京队战胜弱旅取得3分的几
率极大，而苏宁与全北无论
谁输球，积分都将被东京超
越并遭遇淘汰，因此，最后一
轮苏宁将面临你死我活的激
烈比拼。

为了激励球队的发挥，
苏宁集团目前开出了不菲的
赢球奖：亚冠的单场赢球奖
高达600万，平球奖也有200
万，另外如果小组出线，将额
外奖励1000万。

等了11年 鲁能终于出线
□记者 王玮皓

昨晚，2016赛季亚冠小组赛第5轮争夺中，山东鲁能10战胜广岛三箭，成为继上海上港之后，第二
支提前一轮出线的中超球队；同样，江苏苏宁主场30战胜越南平阳，最后一轮，苏宁要迎来关乎出线命
运的生死战。此外，H组悉尼FC与浦和红宝石握手言和双双出线，恒大只得提前出局。

赛前，鲁能以积7分的战
绩位列F组的次席，落后首尔
FC3分，比广岛三箭多1分。
这样的形势对鲁能来说很有
利，本场比赛的压力更多地
在广岛三箭这一边。

鲁能这段时间的状态不
错，上一轮中超联赛他们在
轮换阵容的情况下3比1击
败延边富德，取得一场胜利

的同时也让部分主力球员得
到了休息。昨晚，比赛开始
不久，鲁能便通过一个前场
任意球由塔尔德利头球破
门。随后，鲁能通过顽强的
防守保住了胜果，在主场10
击败广岛三箭取得3分。

此役过后，鲁能提前一
轮锁定一个16强的席位，终
结了之前6次全部止步亚冠

小组赛阶段的尴尬纪
录，时隔11年之后再
次进入亚冠淘汰赛。

另外，昨晚H组
中的悉尼FC与浦和红宝石
互交白卷，两队携手小组出
线，改组的卫冕冠军广州恒
大则提前一轮出局，这也是
恒大征战亚冠历史上首次无
缘淘汰赛。

鲁能提前出线 恒大提前出局

末轮迎生死战 苏宁开出巨奖

亚冠小组赛第五轮

简讯

鲁能球员塔尔
德利庆祝进球 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