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组：法国、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瑞士

B组：英格兰、俄罗斯、威尔士、斯洛伐克

C组：德国、乌克兰、波兰、北爱尔兰

D组：西班牙、捷克、土耳其、克罗地亚

E组：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瑞典

F组：葡萄牙、冰岛、奥地利、匈牙利

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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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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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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成功收费■
本公司 20年经验专业办理各

类经济纠纷，面向全国办理。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738812877
焦作洛阳三门峡 15638881263
南阳信阳驻马店 13213111753
安阳商丘周口市 13673711337

神速18137889110
成付13015506677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办成付费■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 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 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 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 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 18838146527

工商咨询
●各类生产许可证 63910208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86107188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 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 6092118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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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专业律师所
商标专利 商标代理

0371-68833500 13253510129

出租招租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出租黄河路商铺 63221007
●驾校场地出租 1333385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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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通纺织城内高星级酒店

一二三楼有电梯招中餐、西

餐、特色餐、SPA 健身、足

浴、银行等配套业态，2800
m2可分割。13253333925李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门面房招租
金河宾馆（金水路经三路口）

200m2门面房 13803818816

写字间楼

金源大厦招租
金水路经四路口写字楼招租

免物业费 15343716666王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 66210078、13513805862

房地产

房产质押出售
公司因拓展业务，愿以公司

名下商业房产做质押或出售

（产权明晰无纠纷）。非诚

勿扰！联系电话18437505381
售房

漯河昌建外滩营业房1楼174.94
平售 490万 3楼营业房 183.06
平售 136 万。18939533978

出租仓库厂院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 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蔡先生 15003869978
●郑西6000m2厂房15515521555
●标准厂房出租 13803820360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东区厂仓出租1359807021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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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湖厂仓有证 1583802163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4、16版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

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
有关证明材料，签订
有效法律合同。

以东道主的身份直接获
得欧洲杯参赛资格，法国队最
大的优势就是主场作战，过去
承办世界杯、欧洲杯，法国均
在本土夺冠。

虽然锋线大牌射手本泽
马因涉嫌刑事案件最终落选，
但从阵容上看，格列兹曼、瓦
拉内、博格巴等球员近两年来
迅速成长为世界级球星，他们
所组成的中轴线在欧洲堪称

顶级配置，同时，马夏尔、坎特
等新人将为法国队带来新鲜
的活力。

不过，参照法国队参加历
届大赛的表现，很多次不成功
经历都是因为爆发了内讧。
本届欧洲杯开赛前，又有队伍
不和的传言流出，想在本土夺
冠，剔除队内的刺头、避免外
界的干扰，是主帅德尚要面对
的课题。

虽然在2014年巴西世界
杯小组赛中连遭惨败，但是西
班牙队此次征战欧洲杯是以
卫冕冠军的身份。2014 年
后，西班牙队进行了大换血，
哈维、阿隆索等老将纷纷退出
国家队。大赛经验丰富的伊
涅斯塔成为西班牙的镇宅之
宝，伊斯科、科克等中生代球
员逐步在斗牛军团站住脚跟，
辅以穆尼尔等年轻球员，西班
牙队老中青三代结合，年龄结
构相当合理。相比于以往，西

班牙队在控球的基础上踢法
更加硬朗。从2014年 10月
以来，西班牙队还未尝败绩。

然而，锋线成为西班牙最
大的争议环节，博斯克放弃了
臭名昭著的迭戈科斯塔，只带
了莫拉塔、阿杜里斯两位前
锋，二人都是打反击的高手，
而洲际大赛不带强力中锋总
是隐患，毕竟西班牙面临的大
部分场次必然还是控球率大
幅占优的攻坚战。

作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
冠军，主帅勒夫带队出征法兰
西，恐怕只有夺冠一个目标。
从历史上看，德国人是欧锦赛
上表现最“稳健”的。目前德
国队的人员配置可谓奢华至
极，每个位置上都有1到2位
世界级的球星。但德国队和
两年前相比仍有隐忧，拉姆的
功成身退是德国队的最大损
失，勒夫一直无法寻找到能顶

替他留下的右后卫空缺。
此外，锋线也是德国队的

一个薄弱环节，跑位销魂、善
于寻找机会的穆勒并不算真
正意义的前锋，克鲁泽也时灵
时不灵，波多尔斯基则江河日
下，所以勒夫也召回了老将戈
麦斯，还在热身赛中安排让格
策打中锋，进行近距离考察。
不过，以德意志战车的整体实
力，他们仍是夺冠大热门。

英国在本届欧洲杯预选
赛上，战绩彪炳，取得了10战
全胜的佳绩，这让三狮军团早
早晋级决赛圈。凯恩、斯特
林、德尔福、巴克利、斯通斯、
斯莫林等球员相继在联赛中
崭露头角，让英格兰的三条线
实力大大增强，外加今年收获
了瓦尔迪这个大器晚成的锋
线杀手，让人对英格兰抱有很
大希望。

但是球队的隐患也不少，
在四年前英格兰的欧洲杯23
人名单中，只有鲁尼、哈特、米
尔纳、亨德森四名球员坚持到
了本届欧洲杯。特里、科尔、
杰拉德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将
纷纷隐退，巴特兰德、维尔贝
克则因伤缺席本届欧洲杯。
虽然最近四年英格兰涌现出
了一大批出色的球员，但缺少
大赛经验成为英格兰的软肋。

每届国际大赛，外界对于
意大利国家队的期望值都非
常高，不过作为2012年欧洲杯
的亚军球队，本届意大利队中
极度缺乏天才球星，这或许会
令蓝衣军团很难复制上届杯
赛的成功。意大利的后防线
非常稳固，布冯领衔的尤文帮
是他们在欧预赛出线的资本，
不过意大利的中前场人才凋
零，锋线大腿佩莱在英超只是
二流射手，可见孔蒂的确缺少
领军人物。

此外，意大利还要面对同
组比利时这匹大黑马。比利
时已经有16年未曾出现在决
赛圈，随着阿扎尔、费莱尼、卢
卡库、德布劳内等一批出色球
员在最近几年的快速成长，昔
日的欧洲红魔才在国家队旧
将威尔莫茨的率领下重新崛
起。比利时球员的身价总和
高达4.85亿欧元，超过了意大
利和英格兰等传统强队。

法国要避免内讧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三点，2016法国欧洲杯就将拉开战幕。本届欧洲杯首次由
16队扩军至24队。作为传统豪强，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格兰实力过硬，然而
欧洲杯从来都是黑马的乐园，这些传统豪门有哪些命门？会不会被黑马点中呢？

缺和谐

欧洲杯本周末就将开战

西班牙如何面对攻坚战缺中锋

德国需找到拉姆替身缺后卫

英格兰仅四将踢过欧洲杯缺经验

意大利没有领军人物
缺明星

聚光灯下，
豪门也有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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