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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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8328573 18378328559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火车东站前，湖塘总部经济旁，可
分租，价格面议憎 13317735222 秦

3000m2 厂房、仓库出租

繁华地段门面优惠出售
临桂世纪大道等门面及土地
优惠出售电话：15077356984

房 产 信 息

低价疏通抽粪象山 3855678 瓦窑 3855678
北门 2803999 七星 5828111

清池改道秀峰 2311078 象山 3846758
高压清洗七星 3633324 北门 2617455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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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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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家具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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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老兵空调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加
氟清洗、回收等 3966588

拆装加氟
加管回收平价空调 13481340127
清洗加氟
移机检测专修空调 13768331577

拆装加氟
清洗回收空调维修 13117733155

移机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维修 1315259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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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介·婚庆·鲜花

绿卡征婚
儿觅 30-36 岁 1 . 65 米
左右靓女 13978398349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遗 失 声 明

招聘广场 蒙工，25-45 岁细心，工资 3-7 千
元，市东二环路建干路口 2306538

布艺沙发厂招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吉庆搬家 3870707 态度好
效率高，市县乡往来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蚂蚁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提供纸箱369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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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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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2500m2 ，有独立院子 1200m2 ，适
合教育培训、办厂憎 17377367777

建干北路整栋招租

乐群路口 2000m2 ，可做超市、网
吧、仓库。电话：13737715104

电玩招租转让

商铺招租
芦笛景区天桥商铺三间，

共计 30m2 统一招租。

可做旅游购物、休闲食品等。

联系电话：139773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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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厕外墙
楼顶防水县城防水补漏 2820386

卷闸门·电动门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兴林卷闸门 13978367918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6363783

好心灵
家 政保姆 清洁 18877326633

品 牌 推 荐品 牌 推 荐

函授大专/本科 在职学历提升
文凭国家承认 [你放心] 学信网可查 教育部电子注册
学习时间地点 [你决定] 快乐学习 工作学习两不误
紧缺热门专业 [你任选] 名师汇集 获得证书有保障

地址：市叠彩路 6 号机关大院桂林生活网憎 18378328563 赵老师

广西成人高考桂林报考中心

噪蒋晨翔，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其母
亲名为黎凤燕，原出生证编号：L450364627，
签证机构灵川县人民医院，声明作废。

专 业 建 网 站 服 务

个性化网站，模板型网站，微网站。 800 元/年起

实力技术团队，长效维护能力

详情请致电桂林生活网 憎 18977366225 蒲小姐

赴 德 国 享 受
品 质 医 疗 服 务

按照专病专治原则，根据患者病理资料，免费获得德国著名

专家的个性化治疗方案和费用预估。享受德国品质医疗服务。

详情请致电桂林生活网 憎 18977366225 蒲小姐

大型酒楼转让或合作
十字街旁饭店，地段好，场地宽，

设备齐全，1420m2，有停车场。

有意者看店面议。

电话：18978324401 王先生

房屋招租
高新区政府大厦附近，临街一

层 240m2 ，已装修，交通便利，内

有停车场，适合做办公，茶庄等。

憎：13517835181 5808873
噪永福县永达汽车配件经营部遗
失通用手工百位发票一本，发票
代码：145001311813，发票号码：
24334101-24334125，声明作废。

噪叠彩区乐祺购便利店遗失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50303MA5KFYWW43，声明作废。

噪七星区小安书吧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50305600181737，声明作废。

噪临桂临星建材经营部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172000705301，声明作废。

噪唐艳中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50304600091000，声明作废。

噪秀峰区雅露涂料店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450302600148271，声明作废。

噪陈亮遗失江上御都 5 号楼 1-25-3
号房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
票联，发票号码：00122655，声明作废。

噪黄成军遗失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
证，学号：2014030050329，声明作废。

噪胡振遗失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生
证，学号：2015030040614，声明作废。

喜讯
甜蜜婚介 6 月 16 日下午
5：30 在穿山酒窖岩洞餐

厅举办端午节相亲晚会，节目丰
富多彩，每人 75 元，含晚餐。欢
迎踊跃报名憎 13617831045 吴姐

噪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工会遗失
工会法定代表人证书，证号：桂工
法证字第 03sz0003 号，声明作废。

噪雁山区自然塘农庄遗失国家税
务局通用定额发票（伍拾元版）壹
张，发票号码：03108000，声明作废。

噪深圳兴鹏源电子有限公司遗失代办
点一代押金的收款收据第二联，金额：
10000 元，号码：0721122，声明作废。

噪桂林市象山区桂青味香饼屋
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字号：
450322661204112，声明作废。

噪韦报联遗失七星区穿山东路 41 号彰泰
天街 20 栋 1-12-3 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壹份，编号：GL2016011186，声明作废。

噪黄勤秀遗失临桂县临桂镇人民
路 161 号桂福国际时代广场 1 幢
2 单元 14 层 5 号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壹份，编号：0499，声明作废。

噪深圳兴鹏源电子有限公司遗失吕鸣
一代保证金的收款收据第二联，金额：
10000 元，号码：1000132，声明作废。

门 面 招 租
桂林五金交电化工总公司有位于中山北路 96 号(沃尔玛对面)临街

门面。一层面积 87m2，二层面积 240m2，适合做商场、办公。另一层

面积 125m2，适合做办公、仓库。请有意承租者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

前到中山南路 29 号本公司物业管理部联系。电话：3833201

租转信息

鸿宇房产专卖
文明路门面1 . 6万/月300万18178321185
正阳步行街铺1 . 5万/月328万18178321185
施家园独栋江景别墅830万18178321185
安新洲当街门面100m2 260万18078356338

鸿宇更多www.glhyfc.com.cn

噪秀峰区豪易建材经营部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450302600119294，声明作废。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店
设备、礼品等 15807733846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电钻孔北门 2239832 象山 3812798疏通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噪兰馨悦，女，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其母亲名为邓明芳，原出生
证编号：D450101390，签证机构
三一 0 医院，声明作废。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上诉未果 贪腐罪名成立

西班牙国王的姐夫获刑 70个月
西班牙最高法院 6月 12日裁定，公主克里斯蒂娜的丈夫

伊纳基·乌丹加林贪腐罪名成立，但把下级法院先前判决的 6年
零 3个月刑期减至 5年零 10个月。
西方媒体报道，乌丹加林可能在几天内入狱服刑。

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最高法
院发言人 12日说，最高法院
维持下级法院判决，即乌丹加
林犯有逃税、欺诈、滥用公款
和职权以及以权谋私等罪名，
但将刑期缩减。
下级法院后续将裁定乌丹

加林何时开始服刑。不过，根
据西班牙法律，乌丹加林仍可
上诉至宪法法院。他暂时没有
表明这一意向。
乌丹加林现年 50岁，去

年 2 月因逃税、欺诈等罪
名，被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自
治区首府帕尔马市一家法院判
处 6 年零 3 个月监禁。乌丹

加林对判决不服，向西班牙最
高法院提起上诉。帕尔马市地
方法院随后裁定，等候最高法
院判决期间，乌丹加林可以暂
不执行监禁，需向法庭缴纳
20万欧元保释金。
帕尔马市地方法院去年 2

月驳回克里斯蒂娜所受税务欺
诈罪名的指控，但认定她间接
从这桩案件中获得好处，判处
大约 26 .5万欧元罚金。
乌丹加林贪腐案自 2012

年“东窗事发”以来，经过长
达 6年调查。检方寻求最高法
院将乌丹加林刑期增至法律规
定的最高期限即10年监禁。

西班牙欧洲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报道，就最高法院 12日的裁定，萨苏埃拉
宫称，西班牙王室“尊重司法独立”。
克里斯蒂娜是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

姐姐，她和丈夫乌丹加林一道卷入诺斯基金
会案，成为西班牙自 1975年恢复君主制以
来首名接受司法审理的王室成员。
法新社报道，西班牙宪法法院没有推翻

超过 5年刑期判决的先例。
克里斯蒂娜和丈夫所涉案件可追溯至

2004年。
乌丹加林 2004年至 2006年担任慈善

机构诺斯基金会主管。他涉嫌利用自己的王
室姻亲身份，与生意伙伴迭戈·托雷斯在没
有竞标的情况下获得多项“文体搭台、旅游
唱戏”的活动承办权。两人趁机挪用巴利阿
里群岛自治区和巴伦西亚省政府用公共资金
支付的 620万欧元“承包款”。
之后，乌丹加林转手把其中一些钱注入

他与克里斯蒂娜共同运营的房地产咨询企业

阿衣松公司账户，“报销”两人的奢华生活
开支。
克里斯蒂娜夫妇与 4个孩子现居住在瑞

士日内瓦。夫妻俩在 2012年贪腐案“东窗
事发”之后，被拒绝出席王室公开活动。
2015 年，国王费利佩六世剥夺两人的公爵
与公爵夫人头衔。 据新华社

1 刑期缩减

2 西班牙王室
“尊重司法独立”

乌丹加林（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