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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噪正文每行 30 元(14 个字以内)，标题每行 50 元(10 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 1 . 2×4cm 80 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 20 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 1 . 2×4cm 120 元

彩色版 每格 2 . 4×4cm 290 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8378328570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卷闸门·电动门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兴林卷闸门 13978367918
定做维修电动门
搭棚 13737742899辉煌卷闸门厂

搬家·搬厂

吉庆搬家 3870707 态度好
效率高，市县乡往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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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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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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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顺达搬家信誉好全市 13878302808
价格优临桂 13317732808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家电·家具维修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3152599266

皮沙发、椅
子、海绵垫沙发翻新 13617839721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5977438968

精修空调冰箱
洗衣机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空调维修拆装清洗收购
水电安装 13117733155世源冷气

老兵空调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加
氟清洗、回收等 3966588

家政·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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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灵
家 政保姆 清洁 18877326633

桂邦清洁 2620046高空外墙新房
沙发地毯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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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叠彩区
叠彩路 8 号市直机关叠彩路办公大
院(1 号楼 4 楼)。电话：0773-2851488

遗失声明

▲刘雅婵遗失桂林医学院学生证，学号：
1551206，声明作废。
▲贵港市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桂分
公司遗失银行印鉴(财务专用章)壹枚，声
明作废。
▲贵港市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桂分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172000197202，声明作废。
▲贵港市嘉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桂分
公司遗失苏红的银行印鉴壹枚，核准号：
J6172000197202，声明作废。
▲桂林帝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花样
年·花样城二三期(21#-35#)工程规划许可
证，证号：建字第 450322201300052，
声明作废。
▲桂林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
(信用代码： 12450300498666896U)遗失
桂林市行政事业单位收据 94号领购证，
声明作废。
▲黄旭强遗失国税发票领购簿，纳税人识
别号为： 45252319780320687002，声
明作废。
▲灵川县柳成大理石厂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代码： G9945032300306340B，声
明作废。
▲程晖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

院学生证，学号：1651300317，声明作废。
▲莫德兴遗失桂 HA3680(黄色)自卸车的
道 路 运 输 证 ， 证 号 ： 桂 交 运 管
450323503502号，声明作废。
▲桂林市人民医院遗失“桂林市人民医院
(14)收费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国华、陆艳红遗失花样年麓湖国际社
区 E地块 1幢 1层 09号房的契税税票原
件一份，契税证号为： ( 1 3 1 )桂地现
0018473，开票日期： 2015年 03月 02
日，特此声明。
▲桂林市金天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牌号为桂 C-33783 号车辆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为：450300162525，声明作废。
▲ 秦 远 嘉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23198606072799)遗失监理员岗位
证书，证书编号： 0107112086 ，声明
作废。
▲关勇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发票联
一张(代开)，不动产项目名称：门面，(不
动产楼牌号：桂林正阳步行街西 1栋 1-
11#门面)发票金额：壹佰陆拾万贰仟玖佰
玖拾元整，发票号码： 00259806，发票
代码： 245001311005，声明作废。
▲兰圣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发票联
一张(自开)，不动产项目名称：御林湾，
(不动产楼牌号：凯风路 86号 23#-1-11
~12-1)发票金额：壹佰壹拾捌万陆仟柒
佰叁拾壹元整，发票号码： 00438272，

发票代码： 245000991504 ，声明作
废。
▲灵川县金丰农资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为 ：
G1045032300045500R，声明作废。
▲桂林市先飞达货运部遗失地税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 证 号 为 ： 税 字
452826761204201号，声明作废。
▲陈禹君遗失坐落在临桂县临桂镇世纪东
路佳和花园 27幢 1单元 4层 1号房屋的
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证号为：临房权证
临桂镇字第 01121058，特此声明。
▲吴小英遗失桂林市卫生学校毕业证书
(中专)，证书编号为： 058868，声明作
废。
▲桂林市鸿达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发票领购
簿一本，税号：91450303063594897Q，发
票 领 购 簿 号 码 ：
450300063594897450013011019615，
声明作废。
▲桂林市融兴汽车装饰有限公司遗失车牌
号为桂 C-FY667号江淮牌小型普通货车
车辆的道路运输证，证号为：桂交运管桂
450300151408号，声明作废。
▲李世芳遗失退休证，退休证号为 :
2108173427，声明作废。
▲南宁九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遗失广西增
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为：
18743573，金额： 6280 .00元，开票日

期： 2017年 12月 04日，特此声明。
▲叠彩区晓松家禽养殖场遗失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为：
450303600171992，声明作废。
▲永福县开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184000185202，声明作废。
▲桂林市天安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桂 CTA929 ，车辆的车辆
营运证，证号为： 450300161182，声
明作废。
▲桂林市天安危险货物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车牌号为桂 C1231 挂，车辆的车辆
营运证，证号为： 450300162259，声
明作废。
▲雁山区朱哥超市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副本，证号为：桂地税字
41282519790307253301，声明作废。

公 告

本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
债权人、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天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桂林通宇贸易有限公司

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

▲唐兰秀 450322199307132067

再提有条件重返《巴黎协定》

特朗普反悔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１０日说，美国有可
能重返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按美国意愿重新
达成“公平”的协议。
当天在与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共同主持

的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向特朗普提问，
怎样才能说服他重返《巴黎协定》？特朗
普回应说，《巴黎协定》对美国“十分不
公平”，“给美国严重惩罚”，伤害美国
商业，是一份“很坏的协议”。
特朗普接着说，美国“是有可能重返

（《巴黎协定》）”，但它“确实会剥夺
我们的竞争优势，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
生，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过去半年里，多次传出美国重返《巴
黎协定》的消息，但不是属于舆论“一厢
情愿”，就是美国官员的话被片面报道，
属于误读。白宫甚至为此发表澄清声明
称，“除非条款对我们国家更有利，我们
才会重新加入”。
《巴黎协定》于２０１５年达成，２０１６

年１１月生效，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
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为２０２０年后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
特朗普曾称气候变化是骗局。他在气

候问题上的立场招致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确定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同意
“有条件”重返《巴黎协定》、愿意
视“合适时机和条件”与朝鲜对
话……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来
举动频频。
这些举动，异于先前政策，是否

表明特朗普“回心转意”？专家推
断，其实没有变。这名美国总统依然
奉行“美国优先”，希望实现美国利
益最大化、投入最小化。
自前年竞选总统以来，特朗普多

次批评全球化“不公平”、占美国
“便宜”。他就任总统将近一年来，
美国退出多个多边组织和国际协定，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所以，白宫 9日确认总统将出席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特朗普 10
日谈及美国可能重返《巴黎协定》，
让不少人嘀咕“没想到”。
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发言人说，

总统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目的是“向
全球各国领导人介绍‘美国优先’政
策议程”；同样，就重返《巴黎协
定》，特朗普强调有“前提”，即遵
从美国的意愿，重新达成“公平”的
协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刁大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美国所学者孙成昊认定，特朗普对全
球化的态度没有实质性改变。

依照他们的判断，现任美国政府
的外交政策并非绝对的“孤立主义”
或简单的“反全球化”；特朗普着眼
于“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
实质仍是“美国优先”。
“就《巴黎协定》，特朗普的话

延续了他去年宣布退出时的理由，只
是用相对积极的表述‘反过来’又说
了一遍，”刁大明解释，“特朗普向
全世界‘喊话’的目的，首先还是要
求各国更多关注美国利益。”
涉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即以

全球合作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场合，刁
大明说：“特朗普出席活动毫无成
本，却保持了美国的存在。他不排斥
为宣扬‘美国优先’而出现在更多场
合，以保持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
地位。”
论及特朗普治下美国与朝鲜对话

的可能性，孙成昊认为，朝鲜半岛局
势与世界经济论坛和《巴黎协定》几
乎没有关联。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陈定定认同，即这些事件相对孤
立，尤其是朝鲜半岛局势，一次表态
无法说明趋势性改变。
刁大明说，随着平昌冬季奥运会

临近，朝鲜半岛局势迎来难得机遇，
特朗普“顺水推舟”，但所谓“极限
施压”策略并无改变。

综合新华社

■国际观察

特朗普的态度没有实质性改变

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和挪
威首相索尔贝
格（不在画面
中）举行联合
记 者 会 时 讲
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