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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上周末，在全国女
足甲级联赛第五轮的较量中，客
场作战的河南徽商女足在江油
与东道主四川队互交白卷，连胜
步伐就此终止。

在双方之前的交锋中，河南
徽商女足的成绩占优，因此在球
队的计划中此役要全取三分，但
0:0的结果让她们错失了缩小与
领头羊差距的良机。

河南徽商女足主教练门文
峰表示：“队员整体表现还是不
错，进攻的过程做得都挺好，但
是确实缺少一锤定音的角色。”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9月1日，国足
将客场挑战韩国并开启世
预赛十二强赛征程，为了给
国足在8月份增加一次飞

行集训的机会，中超公
司有可能调整部分赛
程。目前初步协商的结
果就是准备将8月3日、
4日进行的第21轮联赛
整体提前至6月15日进

行。
按此调整计划，6月只

有3轮联赛，6月15日（周
三）提前进行的比赛将在第
12轮（6月11日）和第13轮
（6月17日）之间，等于增加
了一次一周双赛，对于中超
球队不会造成过大的负荷。

对建业来说，第21轮
的赛程是主场对阵延边队，
在这之前，建业是主场对阵
上海申花，而延边队则是客
场征战天津泰达，对手受舟
车劳顿之苦，而建业则连续
坐拥主场，较为有利。

中超让路国足
赛程或将调整

河南女足
客场平四川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5月8日，2016年河
南省全民健身月在开封市金明
广场举行了启动仪式。

根据《河南省体育发展条
例》的规定，每年五月为全民健
身活动月，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开展全
民健身宣传和全民健身活动。今
年全民健身月的活动主题是“全
民健身促健康，同心共筑中国
梦”、“全民健身，健康中原”。

省全民健身月启动

大连目前有两支中甲队
伍，分别是大连一方和大连超
越，前者是大连阿尔滨易主而
来，后者则是中甲新军。由于
投资方经营不善，老牌劲旅大
连阿尔滨因欠薪成绩一落千
丈，去年一方集团接手之后，
该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冲
超也成为本赛季目标。

大连一方目前以16分位
居中甲积分榜第3位，保持着

良好的上升势头。作为中甲
球队，想在足协杯上走得更远
并不现实，大连一方不会投入
过多精力，明天一战不排除会
战略放弃，锻炼新人。不过，
2014年中超最后一轮保级大
战中，建业正是挤掉大连阿尔
滨涉险上岸，这也是目前大连
一方队的心结所在，此役是否
会给建业设置难题，也犹未可
知。

明日开启足协杯征程 建业首秀客战大连一方

□记者 王玮皓

明天下午3点，2016赛季足协杯第三轮将正式开打，中超16支队伍迎来集体亮
相。建业在足协杯上的第一个对手将是大连一方。昨日，贾秀全已率队飞赴大连。虽然
老贾表态将以平常心去面对足协杯，但作为大连人，肯定还是希望能在家乡更进一步。

上周五，建业在联赛中
3:4败给河北华夏幸福，经过
短暂休整，昨日下午建业全队
已经飞赴大连，备战明日下午
与大连一方队的足协杯比
赛。双线作战，对于球队的体
能是个不小的考验，不过大连
一方上周日刚在客场与上海
申鑫经历一场鏖战，建业比对
手多休息了2天时间，体能上
占据优势。

与中甲球队交战，建业与
对手一样只能派出 3 名外
援。目前累积4张黄牌的戈
麦斯将无缘本周六对阵天津

泰达的联赛，无需留力的戈麦
斯可以首发，并让麦克格文轮
换休息，至于锋线上两个外援
名额怎样分配，可能将视比赛
的情况而定，如果过程顺利，
伊沃则可以早些下场休息。
在国内球员方面，建业人员实
力平均，势必进行一些轮换。

此前两年，建业均在足协
杯上止步于四强，新赛季贾秀
全虽然表示会以平常心面对
足协杯，但作为大连人，此番
率队回家乡“汇报演出”，老
贾并不想失了面子，对“开
场秀”肯定会下一番功夫。

建业只能派出3名外援

大连一方期待“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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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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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装饰 ●效果图施工图预算86665433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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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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物资

磁铁磁王
厂价13137158563 6699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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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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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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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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广告媒介业务17737199292
●诚聘招生代理1384909971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2、16版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软件网站

●建分销系统APP13373919238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全通快运招商18639499991
●恒路物流加盟1763950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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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窗口

●水果、干果配送66663355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上门安装车辆GPS定位

追踪器260元/套88880812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空调冰箱热水器65322773

转让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1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位佳盈利饭店18538128085
●转品牌网吧、转（租）

1300㎡地下室13303831665
●名烟名酒超市18039552122
●纬五路空房转18339801668
●富田理发店转18339801668

急转巩义酒店
4000㎡，客房66间，两个歺厅，

设施齐，正常经营13213203666

让饭店酒吧

●颖河路600平方米饭店转让，

房租极低13007609966闫先生

声明

●王雅琴身份证号4127221971
08303529不慎将就业失业登

记证编号4101040016000071
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省防腐保温有限公司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郭舍遗失信阳师范学院华

锐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证，

编号：135031201405295596；
学位证，编号：13503420147
16878。声明作废。

●范磊不慎将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证书丢失，执业类别为

市政公用工程（证书编号:0
060525）、建筑工程（证书

编号：0042137）,特此声明。

●付英豪不慎丢失洛阳理工

学院（工程造价）专科毕业证

书，证书编号：1107012011
06001509 ，声明作废。

●杨超不慎丢失洛阳理工学

院（建筑工程技术）专科毕业

证书，证书号:11070120110
6005778，声明作废。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郭春玲

毕业证号9502061丢失特此声明
●新乡市红旗区唐一火锅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410726197608
04304202丢失特此声明

●杨成的河南科技学院大专

毕业证不慎丢失，证号10467
5200906000506声明作废

●王广安郑房权字第14011733
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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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萍河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丢失证书编号654128010235
12468特此声明

●王顺利开封市公安局警察证

丢失,证号019699,特此声明

●开封市北书店街 57号营业

执照丢失，注册号：41020263
5035534，特此声明

●洛阳市西工区罗曼家具商行

税务登记证正本遗失税号33
100219850106491501声明作废
●林文，郑房权字第020105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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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北方诚起重型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丢失13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100
153130发票号：01578422-
01578434特此声明。

●编号为0411259714姓名张钒

喻出生日期为2015年1月2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

明作废。

贾秀全“省亲”不想两手空空

相关新闻

贾秀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