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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新华苑9毛/天15537198401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15343716666王

房地产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39亩
土地售，国有证13526955952
●南阳路黄河路双地铁一楼

底商140㎡198万13676921131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售门面房
漯河金地·兰乔圣菲，上下层

264.7平，精装营业中。急售320
万（含所有税费）13903955896

出租招租

●郑州中州大道及圃田周边

各30亩土地出租，可做仓储物

流，交通便利，可量身定做仓

库，有意来电：15537166616
●郑州火车站繁华地段140间
宾馆出租15937100358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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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路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18695869456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65932777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13783078997

出租仓库厂院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出租经开区场院：物流、仓

储、驾校、停车13838162995
●陇海路钢构厂房13803857155
●郑上路厂房18768872326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龙湖厂仓有证15838021635
●大学南路厂仓18503861991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77098

求购求租

●求租求购医疗用地及楼宇

联系电话13393716778

商标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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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食品类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代办建筑资质13526629768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专办园林资质 13526578208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报税88883992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工商资质代账13014608611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免费注册代记账66262668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资质房产疑难专办55360015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55658660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投资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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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28173
三级■增项专线559831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13333814167

免费注册8700006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大额投资
建筑地产物业园林交通水利

工商、验资、审计18503895575

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

义英协A座24楼15838363846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纠纷专办56031679

法律帮解纠纷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神速

专业速办经济纠纷成功收费

全国热线：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律师帮办”
律师超级团队，二十年经验，

诚信快捷法律帮办排忧解难！

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律师调查

郑州周边城市：15517166212
省内其它城市：18838272316
■律师帮办■
经济疑难服务咨询，专业

团队，快速合法，专家策划，

宗旨：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郑州周边电话：15136167900
省内其他城市：15036157268
成付13015506677

神速18137889110
法律服务

法律经济维权服务，强大团

队，多年专业经验，诚信合法，

法律维权伸张正义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郑州北区电话:13937137327■法律帮办■
专业团队，安全合法，排忧

解难，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咨

询，为您解决经济烦恼。

郑州及周边城市：15638881263
南阳驻马店信阳：15516952505
焦作洛阳三门峡：18339969950
商丘漯河新乡市：13213111753

抵押贷款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15年房龄额度不限

□记者 王玮皓

六轮比赛，建业共取得了6
粒进球，其中有4个都是通过定
位球手段打进，定位球已经悄然
成为建业新的杀招。

新赛季，中超的世界级锋线
球员越来越多，给人带来最直观
的感受不是进球越来越精彩，而
是各支球队都更加重视防守
了。上赛季，建业依靠犀利的反
击打出了名声，今年自然会受到
各队格外的“照顾”，因而定位球

就成了攻城拔寨的另一个重要
武器。建业定位球所取得的高
得分率并非偶然，前日赛后老贾
就透露，“平时我们就有演练定
位球战术，我们希望比赛中能多
点开花，未来球队磨合更好，还
会根据自身特点和对手制定不
同的定位球战术”。

谁能想到，目前建业进球最
多的竟是中卫戈麦斯，对阵重庆
力帆，戈麦斯接伊沃角球助攻打
入制胜进球，本场比赛这一幕再
次重演。加上麦克格文也有一球

入账，两名中卫包办了全队一半
的进球，这就是老贾所说的多点
开花。定位球对执行者的要求极
高，而这恰恰是建业的强项，伊沃
出众的脚法自然不用赘述，另一
位可以堪当大任的尹鸿博甚至在
国家队被高洪波安排为第一定位
球手，加上戈麦斯、麦克格文两位
头球高手，建业自然成为了目前
中超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

利用定位球打开局面，建业
正在逐渐磨砺出一个赖以生存
的新手段。

“狼群”出击 建业力克升班马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前日下午，凭借戈
麦斯与哈维尔的进球，河南建业
在客场21力克“升班马”延边
富德队，终止了两连败。目前建
业积10分排在第四。

虽然贾秀全赛前明确表态
球队将采用防守反击的打法，
但比赛一开始，建业并非一味
地退防死守，而是在中前场展
开高强度的逼抢，抢下球后就
地发起快速反击，这一群狼战
术让延边队非常不适应，长时
间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被
建业牢牢压在半场。第 13分
钟，建业便利用一次角球机会，

由戈麦斯在门前乱战中射门得
手，早早取得领先。

易边再战，延边富德展开
狂攻，建业防线也不得不整体
后移，回到了传统的防守反击
打法。第68分钟，建业中场断
球后直传，哈维尔形成单刀，轻
松推射破门，作为上赛季的队
内最佳射手，哈维尔打开今年
的进球账户后也是异常兴奋。
不过，第 77分钟，延边队还是
利用建业防守中的一次漏洞扳
回一球。

赛后，贾秀全表示，此次客
场赢球来得十分艰苦，队员们几
乎拼尽全力才保住了胜果，“他
们配得上这场胜利”。

杀招除了反击还有定位球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在刚刚过去的这
个周末，2016年郑州地税杯

“我是球王”全国乒乓球精英
大奖赛在郑州搏冠乒羽体育
俱乐部收拍，本次赛事由郑州
市乒乓球协会主办。

据郑州市乒协秘书长吕
琦介绍，今年赛事升级为全国
比赛，是一场集税收普法宣传
和全民健身功能于一体的大
型公益活动，所有运动员全免
费参赛，比赛设置有精英组
（40岁以下年龄组）和高水平
组（40岁以上年龄组）。

全国乒乓球精英大奖赛收拍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4月24日，2016
年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积分
赛全国业余羽毛球俱乐部郑
州分站赛结束，来自全国各地
的300余名业余羽球高手参
与了这场角逐。

本次郑州站的比赛由中

国羽毛球协会主办，郑州市羽
毛球协会承办。郑州市羽毛
球协会秘书长赵峰对记者表
示：“我们希望借助郑州站比
赛为咱们河南的广大羽毛球
爱好者提供一个与全国各地
羽毛球爱好者交流的机会，进
一步促进羽毛球运动在咱们
省的普及和发展。”

全国业余羽毛球俱乐部赛
郑州站结束

□记者 任磊

本报讯 昨天上午，郑州
市业余篮球联赛在省体校篮
球场开幕，46支业余球队参
赛。这个比赛由热爱篮球的
民间人士组成的郑州业余篮
球联盟发起并组织。

据组织方负责人法斌介
绍，最初报名时有六十多支球
队参加，后来经过筛选，最后
确定了 46 支球队。法斌介
绍，这是业余联盟组织的丙组
比赛，之后还要进行甲乙组的
赛事，有近百支球队参加整个
联盟全年的赛事。

郑州业余篮球赛开幕

率先变阵获奇效 建业终止连败

皓言皓语

两位外援庆祝进球 新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