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2016年9月20日 责编 邢涛 美编 张峰 邮箱 dhwhyl@sina.com体育综合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371）65795600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970450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订阅价：全年198元 ■零售价：每份1元

□记者 王玮皓

本报北京专电 昨日，国际武
术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在国
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宣
布第八届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将
于11月4日至6日在西安举行。

作为武术散打界最高级别
的国际大赛，第八届世界杯武术
散打比赛是今年最受瞩目的体
育赛事之一。本次大赛由国际
武术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主
办。比赛的主场馆确定为西安
城市运动公园，届时将有来自27
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共70余名
运动员参赛，共设男子11个级
别和女子7个级别，各级别由来
自前一年度散打世锦赛各级别
世界前4名选手参加。在去年
第十三届武术世锦赛上，30多
个国家参赛代表队竞争异常激
烈，来自河南塔沟武校学员小将
孔洪星曾斩获男子散打60公斤
级冠军，此次，他将继续代表中

国散打队出赛。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中国武术协会主席
张秋平告诉大河报记者，武术散
打源自中国，本次第八届世界杯
武术散打比赛在中国举办意义
深远，通过展现世界最高水平的
散打运动，可以更好地贯彻体育
总局关于武术申奥、全国武术人
口比例有序提升的目标，激发世
界各国不断提高散打竞技水平，
提升武术散打运动的国际影响
力。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9月 24至 25日，
中国羽毛球协会业余积分赛
暨201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
毛球大赛（郑州大区赛）将在
郑东新区第47中学体育馆举
行。这项赛事吸引了来自全
国各地17个分站赛取得各组
别前四名的高水平选手报名
参加，预计人数达到 400 人

左右。
本次大赛由中国羽毛球

协会主办，共有四个大区，分
别在哈尔滨、武汉、郑州、南昌
举行，比赛项目设有男子单
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根据年龄分
为7个组别，获得各大区赛各
组别各单项前8名的运动员有
资格报名参加 11月 26至 27
日在武汉举行的总决赛。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郑
州市体育局获悉，郑州市第十
届太极拳锦标赛暨社区集体
太极拳械演武大会日前在郑
州市体育馆结束。本次大赛
同时也是第十一届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倒计时30天的大
型庆祝活动。

据了解，由郑州市武管

中心举办的太极拳锦标赛
暨社区集体太极拳械演武
大会到今年已连续举办了
十届，已成为郑州市太极拳
比赛的一张名片，在广大市
民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已
成为郑州武术交流和展示
的重要舞台。本次比赛年
龄最小的运动员仅 6 岁，年
龄最大的近80岁高龄，参赛
人数超过历届。

世界杯武术散打比赛11月开“打”

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郑州大区赛将揭幕

郑州市太极拳锦标赛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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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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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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之道连锁专卖店诚聘

中医三名，医术精，懂沟通。

高先生：1393907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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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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法律与咨询

●速办经济纠纷88883129调查

●专办经济纠纷 13673995729
●速办经济纠纷 15538167775
●成后收费56780000法院对面

●赵律师解疑惑 13526798621
●快速办理经济纠纷●调查●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专办经济纠纷 15617818787
纠纷15136244333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 15037181678
●1元开公司做账18638613921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 13503711111
●公司注册做账 86677004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办公司免房租 13837115290
●出租办公地点 13613868402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业速办各项资质56070010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装饰/防腐/消防专办 53302663
■资质快办■
快办施工类建筑资质53302660
建筑类资质升级快办53302665
省建设厅资质证专办53302667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 可 证 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 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 63333499

写字间楼

●文化路102号聚合大厦精装修
230平 13803831861田先生

出租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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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漯河商业中心1楼8间(可银行

珠宝)3-6楼60标间(可宾馆)临
商场车站停车场 13783078997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水电齐全，办公楼装修，餐厅

住宿齐全，陈女士13592690598

●东区厂仓出租 13598070218
●高新区厂仓院 13333852588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77098
●科学大道旁50亩地出租，作

种养殖、货场 13938254385
●南曹大型仓库 18103818932
●郑密路厂仓 13838260523
●厂房出租 13676958878

房地产

海南养生房
依山傍水森林覆盖率 83%年

均温度 22.7℃90 岁以上老人

达 1.87万。大产权精装电梯

房 23.8 万起 0371-556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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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豪车特低价租售15515538249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5、16版

在昨晚输给沃特福德、
遭受到英超+欧联三连败后，
穆里尼奥率领的曼联陷入了
空前危机中，不少网友也对
红魔的表现非常失望，他们
纷纷在互联网上吐槽曼联的
表现。

有人将范加尔和穆里尼
奥的头像巧妙PS成同一个人，

简直看不出任何破绽，显然是
在讥笑穆里尼奥跟他的前任
一样，没能带领曼联重新走向
辉煌。

有网友在推特上写道：
“沃特福德已经30年没有击败
过曼联了，但在穆里尼奥成为
曼联主帅后，他们马上就击败
了红魔！” 翼文

曼联三连败
穆里尼奥被讽像前任

河南选手共得4金
里约残奥会昨日闭幕 中国再获“双冠王”

□记者 蔡君彦

本报讯 身体残缺，却挡不
住他们爆发“洪荒之力”，在赛
场上挑战极限创佳绩，北京时间
昨日上午，里约残奥会闭幕式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

场举行。在为期12天的本届残
奥会上，中国军团以107金 81
银51铜的成绩，连续四届残奥
会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的
位置。

里约残奥会上，我省共有6
名残疾人选手随中国体育代表

团出征，参加田径、游泳、乒乓球
3个大项15个小项的比赛，取得
4枚金牌、2枚铜牌、2次打破世
界纪录的优异成绩。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
京时间9月22日，我省参赛残疾
人运动员将回到郑州。

里约残奥会闭幕式现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