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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廊卧龙谷………………66573238

旅游票务
洛阳国旅专业国内旅游………64325061

河南青旅欧洲游出境游…13698881708

天天旅行社天天去旅游……64859200
康辉旅游您身边的旅游专家…65226999

餐饮美食
九府水席欢迎你老城老集18937988336

洛阳第一楼丽景门景区………63512711

宋河私房菜（新区政和路）……65528828

青岛啤酒生扎部诚招代理18655555818
酒水代理

东方文化旗袍披肩专卖…13838495893
旗袍专卖

花江狗肉珠江路十年老店15515302060

彩钢活动房
洛阳孟津黄河活动房厂…13803889457

靓景隐形防盗纱门窗批发13373790039

电动车销售
新蕾电动车一次充电500里18961786506

服装修改
巧云高档服装修理服装订制63120599

慧游天下乘车一卡通年卡 68621110

隐形纱窗

设 计 施 工 二 级 资 质 13213510351
装饰公司

六 联 彩 钢 压 瓦 厂 ………65520276

净卫士硅藻泥，甲醛克星18737999555

晶源祥商贸公司桶装水快送63911887
桶装水/净水器

吊车钢构彩板活动房安装13014713377

凤凰王中王“长跑”1000里18537979799

各种钢构活动房制作安装15139996363

水 族 馆
森森水族箱洛阳直营店 13603795536

太亚彩钢厂制作安装设计…62278658

洛阳国旅专业出境旅游………64326185

售净水器检测安装维修…15137965112

庄银礼医疗美容整形……13849910065
整形美容

美丽时尚
章光 101 生发养发防脱发…65151101
章飞一绝专业祛斑祛痘…18336828516
天润补发采用国际新技术……63786287
和医生专治顽固痤疮湿疹……63198501

不忌口治白斑顽癣皮肤病……62278156
德国生物氧治疗冠心病…15303874488

寻医问药

老年公寓
洛阳市孝子养老院星级…18637976817
市瀍河区公办老年公寓…13027539075

新法治甲亢甲瘤甲状腺…15838581623

专科治疗各种疼痛疑难症15393729996

洛阳气管炎哮喘医院……13233920120
专业治疗各种疑难皮肤病……63957385
王北方专治顽固性皮肤病……63979571

福乐园林宾馆医养老院…13503792658

聂麟郊膏药治颈肩腰腿疼……65555155
祖传中医治白斑顽癣风湿13673906357
李氏针灸专治腰椎间盘突出…63227053

非遗祖传治疗类风湿病…13461067148

北京英姿补发中心……13525407788

颈肩腰腿疼，一摸祛你病18937955788
秘方专治多年头疼腰疼…15838552968
氨糖大优惠四百一十元壹斤15236257315

特效治青春痘专治灰指甲15538582833
何氏狐臭净只需一瓶康复4000-180-981

养老我帮邦尼养老院接送15138728120
万家老年公寓大型家庭式13525434717
市老年护理院价格优星级13783119885

蟾衣治疑难杂症15天免费18837982689

食疗养生
今磨房·杞林五谷养生堂 69950388

创办23年高层婚介胡姨友吧64882665
征婚交友

退休中医梁志国皮肤专科15237953515

爱馨养老星级医护暖价优13838851378
康乐苑老年公寓价优医暖13643880108

郑 一生国际祛痘祛斑……62202625

专科治疗灰指甲手足癣15038586165
刮痧治皮肤病不服药不伤肝63268377

多多汽租新客首日0租金……60171888

物流快递
广东海南专线 宋先生…13783182961

货运搬家
顺好搬家公司长短途货运……63377333
万吉搬家拆装空调家具……60611114
旺旺搬家长短途货运……18203791566

中国银联POS机超低价15896584444
POS 机

大顺搬家承接长短途货运……65182093
专业搬家低价长短途搬家……60680811

信用车辆抵押借贷咨询 15036336661
贷款服务

利民搬家长短途货运…15236687836
迁喜搬家长途货运装空调13526967080

签证咨询
美国商旅签证长期咨询…13938840013

咨询代理
工商注册增资承兑贴现…15838801860

兴安婚姻调查追债要债…13403790345
邦德追债成功收费治老赖18637947007

老兵私家侦探为人民服务15538877727
国内外债务速讨婚情调查……63219793

调查服务

孙律师法律服务维权……18338893611
法律服务

公司清算注销集团成立…18538818165

福 顺搬家长短途货运……62277228

办理全市超低银联POS机13323885678

专业保险、银行投资咨询18736289888
综合金融

信息资讯
惠民电话卡包月年卡超省13592045551

银行无抵押贷款咨询 15036720200
零费用银行贷款业务咨询18637939899
房产车辆抵押贷款咨询…18303796111
工资企业房车无抵押咨询13014725561

车辆租赁

金融销售管理月薪超5千18037226725 馨园医养暖浴……星级 13939929186
安乐窝老年公寓欢迎您…15036386676

管道疏通维修水管马桶…18736281169

诚信疏通随叫随到………15194412779
涧西西工优价专业疏通……60113322

利民汽车疏通吸污公司……6399 3333
管道疏通清洗吸粪清垢……6666 6656
大伟吸污公司清理化粪池……64856295

二手回收
收空调冰柜音箱等……15137997780

防水治漏
专业防水施工保修5年…15038520886

家电维修
专修空调洗衣机热水器18537902129

空调销售
东芝家用商用中央空调…13598477487

太阳能维修承接热水工程13938849261
太阳能

金牌家政
好夫妻保洁全城为您服务13698831674

水电暖安装维修装灯洁具18937917416
水电安装

修锁换锁
快速开锁换锁芯备有发票……65555557
神手开换锁配汽车钥匙……63636363
卓艺开锁修换超B级锁芯…65556555

风水福地北邙仙境苑陵园……64250888
陵园墓地

大型养猪场招合作伙伴…15236166922
特色养殖/种植

亮化照明

养老种植二十五年受益…18537983350

门头制作
焊钢架贴铝塑板修显示屏15038564568

深呼吸灯除甲醛净化空气13525982513

中财地暖、水电销售施工15324667613

管道疏通

天照太阳能承接热水工程15837939793

吊车修理
徐起公司专修吊车及随车吊62234567

免费介绍江浙沪好工作 …15737981644

教育培训
洛阳少林武校招生………13383791202
冠奇教育一对一免费试听15537955379
宏博画室美术书法高考…13213591600
新奥教育名师1对1辅导…4000024061

洛阳第一国际幼教集团…18624855488
幼儿教育

63937701河洛会计学校…15517905017
会计培训

洛阳学吧教育辅导学校…15837971653
数理化英一对三 50 元…15036370453
葫芦丝吉他电子琴暑期班13653795242

时尚魅影化妆学校招生中15670360555
美容化妆培训

青骑士画室签约高考一本15978626556
神龙英语独创教法轻过95分60621008
建造师医师药师学历考试18736365777
聪源教育冲刺洛一高……13937990112

东方外国语学校寄宿学前班 62614688

欧雅空乘模特艺术生高考13333888949

驾校培训
弘运驾校本校考试车型最全62611018

洛阳奇卡国际幼儿园……13633793373

声乐钢琴高考乐理视唱…13698860912

启予国学馆少儿国学私塾15138703238

定鼎教育课外辅导1对 1……63261963
高考中考金字塔提分……13937907359
华夏外国语学校寄宿部…15303796789
初中英语一对一精辅……13623886963

刘师傅陪练科目二科目三13721665022
洛阳顺驰驾校 80889999 13346988913

洛阳幼儿师范学校幼师摇篮 63967830

家政月嫂培训
市 家 协 建 设 大 厦（免 费）63212580

祥通驾校本校考试拿照快15538848888
人才招聘

晓晓数学馆中考全日制班15003798668

幼师摇篮

象棋围棋班招生棋王任教18637920030
棋类培训

问题学生矫正到旭升中学13523606683

吃喝玩乐衣食住行寻医问药

找啥啥都有 生活好帮手
权威主流媒体 洛阳市发行量最大 每期20万份
覆盖洛阳九县（市）六区 影响洛阳近7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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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奥运冠军和曾经
的韩国国家英雄来说，仁川亚
运会成绩作废和缺席喀山世锦
赛确实有些遗憾，但这只是通
往奥运会路上的小挫折，不会
动摇他的地位，更不会影响他
的职业生涯。

实际上，自兴奋剂检测呈阳
性的结果出来以后，朴泰桓一直
在喊冤，坚称自己是被医生误导
而注射了雄性激素。如果真的感
到冤枉委屈，他一定会百折不挠、
坚持不懈，努力弥补损失的声誉。

朴泰桓明年将步入27岁，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27岁已
非“黄金年龄”，但是只要他参加
奥运会，就是韩国体育的王牌，
就是奥运会奖牌的有力竞争
者。从长远来看，对他的运动生
涯来说，禁赛18个月的处罚只
能算个小插曲，受到负面影响的
将是他的形象和与此相关的商
业赞助前景。

朴泰桓被罚朴泰桓被罚，“，“赴约赴约””还有戏还有戏？？
国际泳联公布对其禁赛到明年3月2日，正好使其可以在里约奥运会前复出

□本报综合报道

北京时间24日，国际泳联在其官
方网站上公布了对朴泰桓兴奋剂事件
的处罚结果。朴泰桓因为违反反兴奋
剂有关条例，国际泳联对其禁赛18个
月，禁赛期从2014年9月3日至2016
年3月2日。朴泰桓在去年仁川亚运
会上取得的成绩均被取消。

国际泳联表示，朴泰桓去年9月
在一次赛外药检中被检测出体内睾
丸激素呈阳性，因此他从去年9月3
日起参加比赛的所有个人成绩都被
取消，奖金须全部退回。他在去年仁
川亚运会上获得的3块铜牌也全部
被收回。

如果朴泰桓被国际泳联禁赛两
年，那么他将彻底无缘2016年的里约
奥运会。

如今国际泳联的禁赛期很微妙，
18个月的时间让朴泰桓正好可以在
里约奥运会前复出。虽然在时间上参
加奥运会依然存在可能性，但朴泰桓
是否能够保持好状态，获得奥运会参
赛资格依然成问题。

去年7月，韩国奥委会修改反兴奋
剂的相关条例，规定任何运动员哪怕
只被禁赛一个月，从禁赛结束那日起，
3年之内都不能入选韩国国家队。

很多人想知道，禁赛18个月的处
罚对朴泰桓来说重吗？冤不冤？实际
上，朴泰桓一定在偷着笑呢：这个处罚
结果“太完美”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参
加里约奥运会。

据悉，朴泰桓在获知自己兴奋剂检
测呈阳性后一度停止训练，忙着搜集证
据找律师去申诉。当时他刚结束在澳
大利亚和美国的训练。不过他暂停训
练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于今年2月恢
复训练。正常情况下，作为北京奥运会
冠军、伦敦奥运会亚军，他只要坚持系
统训练，维持状态和水准，那他就依然
是里约奥运会奖牌的有力竞争者，是韩

国体育倚重的明星人物。
禁赛18个月的处罚，对朴泰桓造

成的最大直接损失是仁川亚运会成绩
作废；他在韩国体育史上创造的亚运会
奖牌最多纪录（20块）也将就此抹去。

朴泰桓还将因禁赛处罚而无法参
加今年7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游泳
世锦赛——里约奥运会前规格最高、规
模最大的一次资格赛，但他仍然可以在
奥运会报名截止日期2016年7月3日
前参加奥运达标赛来获得奥运会参赛
资格。对朴泰桓来说，无缘世锦赛的损
失是失去了一个摸清自己和对手实力
的机会。

朴泰桓药检呈阳性
被禁赛18个月

朴泰桓禁赛18个月冤不冤？

朴泰桓职业生涯
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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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泰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