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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18378328560 18378328571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招 聘 启 事
因审判工作需要，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公开招

聘合同制书记员 5 名，请有意向报名者登录桂林人才网公告栏
(http：//gl.gxrc.com/)下载并如实填写个人简历表发送到电子邮箱
1783451225@qq.com，报名截止至 2018 年 7 月 13 日。

咨询电话：0773-5800512

招 聘 广 场

讲解、收银、售票、厨师
电话：18977340161

桂林天禄旅游公司诚聘
月薪 2300 元，照顾老人，买菜，洗
衣做饭，可住家憎：13507732298

招保姆

婚介·婚庆·鲜花
觅 30 岁左右 1 . 65 米
左右靓女 13978398349绿卡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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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860392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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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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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卷闸门·电动门

兴林卷闸门 1397836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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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蚁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提供纸箱3699611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5977438968

皮沙发、椅
子、海绵垫沙发翻新 13617839721

家电·家具维修

招 聘 启 事
因城市管理工作需要，桂林市七星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向社

会公开招聘城市管理协管队员 40 名。报名时间：2018 年 7 月 16
日、17 日。地点：七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创意产业园 14 栋
3 楼第二会议室)。联系人：阳奇成 电话：13978361150。请有意向
报名者自行登陆甲天下人才网(http：//www.glzp.com)了解详情。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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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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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机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维修 13152599266
拆装加氟
加管回收平价空调 13481340127

大中专医学类、电子、管理专业
数名女性，二十岁以上。待遇面议

招聘 13768432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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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达卷闸门厂制作维修电动卷
闸门 1355756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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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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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顶防水桂林防水补漏 2820386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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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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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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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池改道象山 3846758 七星 3633324
高压清洗北门 2617455 秀峰 2311078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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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访欧将见普京

欧洲盟友劝其“分清敌友”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1日开始访问欧洲行程：先

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再访
问英国，最后在芬兰见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欧洲盟友对特朗普在行程中的可能表现和后续举措

忧心忡忡。后者人未到、声先闻，传递的是“催欧洲国
家增军费”、批英国“家里正乱”、“普京更好对付”
这样的信息，使欧洲盟友担心特朗普“远欧亲俄”，提
醒他“分清敌友”。

7 月 1 1
日，在比利时
布鲁塞尔的北
约总部，北约
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右）
欢迎美国总统
特朗普。
新华社/路透

特朗普 10 日晚抵达
北约总部所在地布鲁塞
尔。还没下飞机，他就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重提
他就任总统一年半以来常
弹的论调：催欧洲盟友多
交北约“份子钱”。
“北约中许多国家，

本应受我们保护，（但它
们)不仅没兑现（防务支出
占比） 2% 的承诺，而且
多年来一直拖延支付该付
的钱。它们会还美国钱
吗？”特朗普写道。
路透社援引美方官员

的说法，特朗普在总统专
机“空军一号”上“花数
小时”与助手们讨论如何
“劝诱”欧洲盟友增加对
北约投入。
北约成员国 2014 年

承诺 10 年内实现防务支
出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GDP ） 2% 。但北约
10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9个成员国中仅有三分之
二达到或“有切实计划”
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去年
军 费 支 出 占
GDP3 . 57%，欧洲国家中
达标的有英国、希腊、爱
沙尼亚和波兰。
法国政府最近承诺将

按期实现目标。作为欧洲
最大经济体，德国头四年
军费比例从 1 .18%缓慢提
升至目前 1 . 2 4% 的水
平，成为特朗普重点批评
对象。
然而，大部分德国民

众支持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的防务支出计划。
德新社委托英国舆观调查
公司对德国军费支出做民
意调查。舆观 6日至 9日
收集 2052 名德国人的意
见，调查结果显示， 40%
调查对象反对北约的 2%
目标， 35% 赞成， 25%
没有看法。
针对默克尔政府承诺

2 0 2 4 年 军 费 支 出 达
1 . 5%， 24%调查对象认
为这一目标合理， 36%
认为“太高”；仅 15%
认为应设立更高目标，四
分之一人不置可否。
这份调查同时咨询针

对驻德美军的看法， 42%
希望美军撤出德国领土，
37%希望美军留下， 21%
不予置评。
自二战结束至今，美

国一直在德国驻军，目前
规模为 3 . 5万人，大部分
集中在德国南部。

鉴于特朗普在 6月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的表
现，各国驻北约代表提前好几天开始谈判，字
斟句酌地讨论拟于峰会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
条文，公报据信将包含“各国承诺实现 2% 防
务开支”表述。一名北约外交官说，至少有一
名白宫高级官员已认可公报表述，不过特朗普
本人意见难测。
路透社援引另一名北约外交官的话说，“他

（特朗普）发一条‘推特’就能取消任何事情”。
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其他六国打完

口水仗后提前离场，东道主加拿大政府发布七
国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公报后，特朗普很快发
“推特”，说自己不认可公报内容。
特朗普11日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延斯·

斯托尔滕贝格开早餐会，再次瞄准德国“开炮”。
他指责德国能源需求过于依赖俄罗斯，

“德国近 70%的天然气市场被俄罗斯控制，你
告诉我，这妥当吗？”他提到德国支持在波罗的海
铺设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盟国家的“北溪
2号”项目，“这对北约来说挺糟糕”。

特朗普定于 16日在赫尔辛基与普京见面。
欧洲领导人对“美欧吵架、美俄走近”的局面颇
感忧虑。
特朗普启程赴欧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

图斯克 10日用“推特”发出警告：“亲爱的美国，
珍惜你的盟友们吧，毕竟你的盟友不多了。”
图斯克还喊话特朗普：“美国现在没有，将来

也不会有比欧洲更好的盟友。”就军费达标问题，
他说，欧盟防务支出比俄罗斯多“许多倍”。
谈及“特普会”，图斯克提醒美国：“要记

住谁是你战略上的朋友，谁是战略上的麻
烦。”
特朗普离开白宫时，记者问及他对图斯克

言论的看法，他说：“我们有很多盟友，但我
们不能让人占便宜。我们正在被欧盟占便
宜。”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告诉媒体记者，

所有北约成员国防务支出实质上都在增长，因
为欧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据新华社

●结果难测

●敲打军费

●“分清敌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