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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管理 洛阳老字号20年品牌 高级婚介师 张珍店
庆21年，圣诞狂欢夜，23日周日一起唱歌用餐，火热报名中！◆帅小伙，29岁，1.76米，本科，科研工程师，有房。◆离异
女，38 岁，1.62 米，大专，科研干部，有房。◆离异男，58
岁，1.78米，本科，科研高工，有车有房。 热线：65766127

男，37 岁，未婚，1.72 米，
大专，在本市某上市公司工
作，高知家庭，有房。觅 36 岁
以下 1.60 米左右，健康，五官
端正，人品好，城乡不限的女
士。13343884292 中介勿扰

女，37 岁，离异，经商，气
质佳，端庄温柔。觅素质高，
人品好，经济优的男士为伴。
本人电话：15713792899（条
件不符勿扰）

男，39岁，未婚，1.71米，性
格温和，乐观正直，能带给你亲
切自在的生活，如果有缘，你就
能感受到我对你的细心体贴与
爱，愿意为你，牵手一生，爱恋
相随。本人：13213631710

女，37 岁，离异独身，正规
大学，1.66 米，身材适中，气质
好，素质高，经商，有房车。觅
1.75米以上，身边无子女，性格
温和，事业有成，条件相当的优
秀男士。本人：13838435820

优秀男，57 岁，1.76 米，丧
偶，公务员，一女已工作，有
车、房。觅 50 岁以下 1.62 以
上，职业不限，气质好，温柔大
方女士。（缘定今生婚介张梅）
13937962771 13837970831

谢姐鹊桥

www.lyxjqq.com
QQ:609573779

24小时热线：15515330021

◆美丽姑娘，30岁，1.60米，未
婚，大专，自办公司，豪车代步，
家境优。觅 36岁以下市区行
政、事业、科研单位，公务员，形象
好优秀男士（婚史不限）。◆机关
领导，44 岁，1.76 米，离异，本
科，豁达，宽房，稳定。◆男，
47 岁，1.72 米，离异，铁路（另
经商），无负担，新房（双气）。

男，55 岁，1.78 米,丧偶独
居无负担，政府机关公务员，
为人正派魁武挺拔，经济条
件优。觅温柔贤淑，气质佳，
真 心 成 家 的 女 士 为 伴 。
13083631279（美诺信息部）

女，54 岁，1.65 米,离异独
居无负担，企业退休，温柔善
良，端庄大方，气质佳，觅 65
岁以下，1.70 米以上，有稳定
收 入 ，真 心 过 日 子 的 男 士 。
13213519856（美诺信息部）

男，42 岁，1.79 米，本科，
离异独身，私企老总，多处房
产、名车，阳光稳健开朗，英俊
洒脱。觅 30 岁~36 岁，1.65 米
左右，人品好的单身女士，婚
否不限。15003796281

地址九都路与王城大道交叉口申泰新世纪广
场2号楼1924室 www.hyy8.com

高层婚介胡姨友吧64882665
13592089731

20年来始终坚持，对单身会员单独介绍不限人数、次数，反复
筛选，多方位创造相识、相知至相爱的良机，成功业绩享誉洛阳。

“觅伴侣找胡姨”“想成家来友吧”

女，28 岁，1.67 米，未婚，本科，在编教师，肤白窈窕貌美。
女，41岁，1.63米，离异未育，本科，设计院任职，豪宅靓丽。
男，27岁，1.78米，未婚，本科，政法单位，有车、房，阳光帅气。
男，43岁，1.75米，离异独身，本科，石化单位，收入丰，俊朗。

温柔大方女士，28 岁，1.62 米，硕士，未婚，大学教师。
开朗大方女孩，24岁，1.67米，大专，未婚，事业单位，有车、房。
成熟稳重男士，41岁，1.79米，大专，离异，自营企业，有车、房。
儒 雅 稳 重 男 士 ，28 岁 ，1.78 米 ，硕 士 ，未 婚 ，公 务 员 。
成熟内敛男士，35岁，1.75米，大专，离异未育，企业管理，有车。












好姻缘交友会所63120320
63121321

数码大厦A座707室 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全力打造全力打造

女，35 岁，1.64 米，未婚，
本科，教师，白净秀丽，端庄
善良，重感情。觅人品好，
素质高，有文化修养的未婚
男士为伴。13939908026

洛阳红源中老年婚介中心
15539705632李 15978601284郭
李老师口碑好，成功率高。

QQ：463750754。地址：101电
车太原路口站西加油站家属院内

▲离异男，44岁，1.75米，医生，
有实体，收入高，多房，踏实。▲离异男，50岁，1.80米，军转
干，连锁公司总经理，洒脱帅气。▲离异男，54岁，1.75米，自办
厂多年，房宽，收入高，稳重。

12月20日 高端婚恋亲密关系沙龙 火热报名中！
12月21日“末日圣诞告白”联谊派对，带领心仪的他/
她起航爱的旅程！ 男，30，1.75，离异，公务员，帅哥，家
境优越，睿智，爱好广泛，觅善良知性懂事的外表 可爱的女孩
为伴！QQ：943417063 男，39岁，1.80，离异，公务员，收
入丰厚，高知家庭，品质车房，性格乐观积极，上进心强。
QQ：1447152728 男，41岁，1.73米.，离异，科研所技能
专家，高薪有房，性格成熟稳重随和，品优貌端，爱好音乐懂
器乐。觅性格温柔的女士，工作不限。QQ：1362336283

男，41岁，1.78米，离异，公务员，品质车、房，为人处事随
和大气！高级婚恋咨询QQ：497273352 女 ，35岁，1.66
米，离异未育，企业行政，容貌娇好，解风情，会装点家居，爱
换且爱买床单，爱收拾房间，会打扮自己也会帮你打扮自己，
对有思想有事业男人有莫名偏爱。 QQ：645986531
总部地址：凯瑞君临商务大厦5层 63120885 63120880

交友俱乐部
www.xf21.cn幸福起点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体育专电
（记者 王镜宇）

在17日举行的2012年金立智
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颁奖仪
式上，“八冠王”重庆冷酸灵队的主将
古力九段荣膺最有价值棋手奖。

曾经获得过7项世界冠军的古
力今年未能再次在世界棋战中登顶，
上周他刚在三星杯决赛中1∶2惜败
于韩国名将李世石九段。不过，古力
在今年的围甲联赛中战绩出色，总共
取得16胜5负的成绩，仅次于队友王
檄九段的17胜5负。不仅如此，古力
担任主将时10胜 2负，胜率颇高。
凭借优异的综合表现，古力拿到了最
有价值棋手奖，将10万元人民币的
奖金收入囊中。

在17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上，中
国棋院院长刘思明还宣布今年围甲
联赛的冠军奖金由过去的30万元提
升为50万元，重庆队成为直接受益
者。不仅如此，王檄还获得了最多胜
局奖。

来自亚军队伍贵州百灵队的时

越（洛阳籍——编者注）凭借在主将
位上13胜5负的战绩获得优秀主将
奖，这也给了第六次获得围甲联赛亚
军的贵州队一丝安慰。

剩下的两个个人奖项均被杭州
苏泊尔队的连笑拿走，分别是最具人

气奖和新秀奖。在今年的围甲联赛
中，连笑取得13胜7负的战绩，是杭
州队的一大亮点。

刘思明在颁奖仪式上还表示，女
子围棋联赛将于明年推出，但是具体
方案仍在筹划之中。

围甲联赛昨日颁奖，古力获最有价值棋手奖

洛阳棋手时越获优秀主将奖

□据 新华社

西甲冠军之争在圣诞到来前似
乎便已早早地失去了悬念。北京时
间12月17日凌晨，在皇马主场2∶2
战平西班牙人的同时，巴塞罗那则继
续高歌猛进，4∶1横扫榜眼马德里竞
技，将领先优势拉大到了9分。

面对来势汹汹的马德里竞技，主
场作战的巴萨似乎也有所忌惮。“老
虎”法尔考为客队先下一城，但阿德
里亚诺和布斯克茨在上半场结束前
就为巴萨实现反超。下半时梅西的
两个进球为巴萨锁定胜局。

马竞开场后在巴萨门前制造了
不少混乱。第31分钟，迭戈·科斯塔
后场断球发动快速反击，法尔考带球
一路狂奔入禁区，赶在上来封堵的普

约尔之前挑远角得手。但5分钟后，
伊涅斯塔大范围转移至右路，阿德里
亚诺带球摆脱防守，禁区边缘一脚弧
线球打入远角。布斯克茨在第45分
钟借角球机会为巴萨再下一城。

第57分钟，梅西接桑切斯传球
于禁区弧顶劲射得手。终场前，他又

在禁区前沿抓住对方的失误成功断
球，面对出击的马竞门将轻松挑射破
网，为巴萨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逆
转。阿根廷人也将自己的年度进球
纪录增加到了90个。

同样是开场先失一球，皇马的命
运却与巴萨迥异。尽管克·罗纳尔多
和科恩特朗在上半场结束前和下半
场刚开始时各入一球为主队反超比
分，但阿尔宾第88分钟的破门还是
为西班牙人队拿到了一场平局。

本场后，皇家马德里在积分榜上
继续排名第三。赛季未过半便已经
落后巴萨整整13分，基本退出了冠
军争夺。“13分的差距太大了。”皇马
主帅穆里尼奥赛后悲观地承认，“我
们将继续为冠军而战，但赢得联赛已
几乎不可能。”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体育
专电

2012-2013赛季361°中
国排球联赛正式开始了赛季最
佳阵容网络投票。在各个位置
上的最佳球员将会由球迷们在
网上投票产生。

中国排球协会在其官方
网站上公布了网络投票的规
则和投票时间，并且在男、女
排联赛中，五个场上位置以及
最佳新人的候选人名单也已
经出炉。其中主攻和副攻位
置上得票最高的两名球员将
进入最佳阵容，得票数排在第
三和第四的球员将进入最佳

替补阵容。
在二传、接应和自由人位

置上，得票最高的球员将进入
最佳阵容，得票第二的球员进
入最佳替补阵容。此外，联赛
还将会选出两名最佳新人。候
选名单基本囊括了本赛季表现
出色的各家俱乐部的球员，男、
女排联赛的几名外援也大多榜
上有名。

据悉，这是中国排球联赛
首次采用网络投票的方法来
选出最佳阵容。投票的截止
日期为联赛结束，分别是女排
联赛投票于2013年1月27日
截止，男排联赛截止日期为2
月3日。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2月16
日体育专电（记者 王帆）

当地时间 16日，位于巴
西东北部塞阿拉州首府福塔
莱萨市的2014年世界杯足球
场——卡斯特劳球场竣工交
付，这是巴西世界杯全部 12
座球场中第一座落成的球
场，比世界杯组委会和国际
足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半
个月。

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
夫在当天进行的交付仪式上
说：“卡斯特劳球场是巴西的
骄傲，显示出巴西人不仅在
球场上有实力，在场外做得
也很出色。随着这座球场交
付，巴西进入了筹备联合会
杯赛和世界杯赛的一个新阶
段。”当天正在日本观看世俱

杯决赛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
特和巴西足协主席马林也通
过一段视频对球场落成表示
了祝贺。

卡斯特劳球场是一座专
业足球场，始建于2008年，占
地面积近36万平方米，可容
纳 6.3 万人，工程总造价约
2.47亿美元。在巴西其余世
界杯球场工程进度存在不同
程度滞后的情况下，卡斯特
劳球场施工进展顺利，获得
国际足联好评，也因此为福
塔莱萨市争取到了明年联合
会杯赛的承办权。这座球场
的揭幕战将于明年早些时候
进行。

本月21日，位于巴西中部
贝洛奥里藏特市的米内罗球
场将举行落成典礼，成为第二
座完工球场。

时越（左）接受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的颁奖。 （新浪体育）

梅西庆祝进球。（新浪体育）

又进两球，梅西还没收手的意思
年度进球纪录已达90个

谁最棒 你来选
排球联赛开设最佳阵容网络投票

新球场 落成了
巴西世界杯首座球场竣工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