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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饭店对面尉思大厦，也可分
半租，价格面议憎 13977350822 李

临街门面 154m2 出租新汽车站城市便捷招租
凯风路 101 号汽配城(原金地球大
酒店)新装修现为城市便捷酒店，2
楼 1100m2 可分租，大堂旅游部招租
憎高 13307734066，另东环菜市临街
门面 400m2 招租，憎郑 13557830533

品 牌 推 荐品 牌 推 荐

招 租
桂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位于环城
西二路 385 号门面一间，面积约

185m2，现公开招租。
联系人：周先生 2823457

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19 日 17 时

南方大厦写字楼 9 楼办公室 296m2，精装，有会议室、阳台、花园。

10 楼 126m2、200m2，可分租，可整租，

精装、有阳台、会议室。 价格合理

憎小蒋 18277399529、小李 18277399500、廖女士 15177323618

市中心南方大厦办公室出租

包含 KTV 包厢超低价转让
13207738158、13878315800 肖总

转市中心大型交谊舞厅

东二环黄莺岩工业区内，200-3000m2

交通方便水电齐全，有动力电。

厂房招租 13557731498

另有市中心约 80 座位的酒店会议
室 500 元/天，电话：17707736557

有风景好的场地出租

1、办公室主任 1 名，总经理助理 2 名，秘书 2 名，文员 4 名。
2、人力资源部经理 1 名，人事岗位 2 名（本科及以上学历）。

3、后勤部经理 1 名，计算机、综合岗位、厨师各 2 名，司机 3 名。
4、保安 15 名，电工 2 名（高中及以上学历）。憎 15977400775 莫

地址：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内 1#B 栋 5 层，邮箱：564529674@qq.com

桂林万禾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项目招租、合作
桂林市绿化工程处凯风路东侧，平山北路地块项目招商，场地状

况、范围：该场地位于桂林象山区凯风路东侧、平山加油站北侧，土

地总面积约 3300m2，性质为商业，市规划为停车楼，项目使用期不

超过 10 年。有意者面议。 联系电话：0773-3823531

新汽车美容会所转让合股都行，
超旺路段房租低急转 13557661888

转豪华汽车装饰美容店

招 聘 广 场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批发维修卷闸门电动门
3613689，13788740518东升卷闸门厂

憎 17776088800
制作维修手动门江山电动卷闸门

专修卷闸门 18278360018
批发、维修速度快、价格低、保修期长

福星卷闸门厂订做维修电动门卷
闸门 13768433838

清池改道秀峰 2311078 象山 3846758
高压清洗北门 2617455 七星 3898292疏通

抽粪疏通象山 3882826 七星 2932686
瓦窑 3885011 北门 3907832

大低
车价

疏
通环卫车清粪池 13977373149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电钻孔北门 2609956 象山 3812798疏通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天天低价疏通七星 5883388 象山 3884899
秀峰 3905492 北门 2616838

低价疏通抽粪象山 3832501 北门 3569258
瓦窑 3613296 七星 5811768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全市低价疏通北门 2929051 七星 5868598
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

6000m2，可分租，交通方便，水电
齐全，价格优惠。憎 15907889936

大型厂房、仓库出租

租 转 信 息

办 证 咨 询
鑫达代办 13977305956
公司注册、代理记账、审计、查账、培训

借 贷 担 保
双赢借贷咨询，价格低
房产及购房合同借贷 18277395757

湖海投资公司 18978332388
有、无抵押借贷款，电影投资咨询服务

贷款咨询当场放款
个人无抵押信用贷款咨询 13737727148

贷款咨询 当场放款
个人私借，各种贷款 13687866680

招商·加盟·专卖

寻找牡丹花种植者
一、牡丹国花送万家活动，每个
家庭免费领 2 盆；
二、中老年人凭退休证优先领
取，牡丹花、盆、肥料；
三、桂林市区首批发放 6000 盆
牡丹花，2017 年 6 月 22 日止；
四、种植者有机会到中国三大牡
丹之乡参观旅游。
憎 0773-7599101、18977334641

招 生 培 训

步步高 1 对 1 教师家教
语、数、英、理、化、生 15977339612

烹饪米粉电工电焊培训
桂林米粉传人梁志强任教见桂视网
憎 2825553 中山北路 24 号(木龙桥南)

噪奥数中考高中数学 13768131456

生 活 服 务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2868837

专业建筑防水补漏装
修维修等 18177362168象山工程队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店
设备、礼品等 15807733846

家电·家具维修

修空调冰箱制冰机液晶洗衣机
热水器太阳能空气能 5838779环球冷气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3152599266

噪专业电脑维修憎 13507831064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家用天井机中央空调销售
维修拆装清洗 15877022787格力空调

皮沙发、布沙发、海绵坐垫、
办公椅、布套 13617839721沙发翻新

维修加氟
加管回收平价空调 15994683893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加氟
清洗回收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移机、维修
回收、加氟空调 2216173

维修空调加氟清洗拆
装，回收空调 2219539世源冷气

拆装加氟
清洗回收空调维修 15977438968

盛意卷闸门厂批发维修手电动门
18276363888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卷闸门·电动门

搬家·搬厂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福达搬家150 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 3820890 北 2602277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福兴搬家 5656800搬家、搬厂
空调拆装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找保姆或想做保姆
请致电生活网家政

月嫂、育婴师：月薪 2500-5000
元；保姆、做饭阿姨，月薪 2000-
2500 元；老人和病人看护，月薪：
2500-3000 元。保洁钟点工：27 元
每小时。另：长期或定期为企业
或家庭提供保洁钟点工服务。生
活家政服务，人品、职业操守您
更放心。地址：中山中路十字街
南方大厦 9 楼 9-5 室
电话：0773-2851488 15177315368

桂邦清洁 2620046高空外墙新房
沙发地毯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地毯、抛光打
蜡、油烟机、水电 18176363783

家政·清洁

桑拿休闲会所转让
象山区西门桥头安华宾馆休闲

会所转让，全新装修，800m2，

设备齐全、价格面议。

联系人：黄先生 17777337769

西班牙媒体爆 C罗亲口承认转会

我要离开皇马
没有回头路！
本来以为，这个夏天转会窗的主角会是姆巴

佩、莫拉塔、 J罗，万万没想到，刚刚率领皇马夺
得欧冠和西甲冠军的 C罗居然卷入了转会风波。

缘起逃税案

曼联前主帅弗格森（左）是招揽 C 罗
回归的重要因素。（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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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别急，这事还得从 C
罗的逃税案说起。
北京时间 6月 13日，根据多家西班牙媒体的消

息， C罗因为涉嫌逃税 1470万欧元遭到了检察院的
起诉。在马德里检察院起诉 C 罗偷税 1470 万欧元
后，西甲主席特瓦斯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 C罗的
支持。在特瓦斯表达对 C罗支持后不久，皇马官方
也发布了一则声明来支持自己的当家球星。该声明表
示俱乐部完全相信 C罗在这件案子上是清白的。并希
望法院能尽快采取行动，早日证明球员的清白。
尽管皇马官方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但还是有消息

表示皇马在 C罗逃税案一事上做得不够，官方声明
苍白无力，皇马官方并未做出实质性的举措。
就在大家以为这会是一场 C罗与税务局之间的

斗争时，葡萄牙媒体 A Bola的一则报道引起了轩然
大波。该媒体在自己的头条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表示
C罗想要离开马德里。由于不久前，正是这家媒体报
道称今夏会有来自英格兰、法国和中国的俱乐部 1 .8
亿欧元报价 C罗，它的可信度受到了广泛质疑。就
在大家以为这不过是葡萄牙媒体在哗众取宠时，各大
权威媒体的跟进报道表明了 C罗想离队绝非是玩笑
那么简单。

皇马曼联或将达成超级转会

昨日，据多家权威媒体报道，由于不堪逃税案的
困扰， C罗已经决定离开皇马，这个重磅消息引爆了
整个足球圈，一时间流言四起。 C罗目前正跟随葡萄
牙国家队在俄罗斯备战即将开幕的联合会杯，
皇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迅速做出反应，以主席

弗洛伦蒂诺为首的高层劝慰葡萄牙人保持冷静，他们
不希望失去这位当今足坛的招牌人物，这样对他们重
新建立王朝无疑是重大打击。
不过《马卡报》言之凿凿，正在备战联合会杯的

C罗已经告诉葡萄牙队友：“我要离开皇马了，我已
经做出了决定，没有回头路可走。”在这种情况下，
老东家曼联、巴黎以及中超球队都成为 C罗的传闻下
家。
英国《太阳报》分析，曼联最有可能带回 C罗，

因为后者十分热爱这里。曼联也是让他成为超级巨星
的平台，最重要的一点，弗格森对 C罗有知遇之恩，
两人情同父子，所以一旦爵爷出面招揽，重情重义的
C罗有希望重返老特拉福德。
此外，《太阳报》还指出，目前曼联正在紧密联

系皇马前锋莫拉塔，而皇马和曼联门神德赫亚也已经
传出多年绯闻，两家超级豪门很可能利用这次契机完
成一笔震慑古今足坛的超级转会。
具体方案则是，曼联送出德赫亚外加 1 . 8亿英镑

转会费，打包收购 C罗和莫拉塔二人，一旦这笔收购
成为现实，足坛现有势力定将重新布局。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