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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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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7366228 15877012039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搬家·搬厂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旺 铺 招 租
市中心广场黄金地段丰源酒店三楼(原桂林人旺角美食城楼上)约

1000m2旺铺招租，配套设施齐全，精装修，可做餐饮、办公写字楼、

教育培训、美容健身、休闲养生会所等。

联系电话：2882372、156078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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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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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清洗等13667732007

大型场地便宜招商招租
中山北路112号桂圳城市领地门
面，一楼二楼约5000m2，可分租，
宜各种行业，电动车、银行、教育
培训、大型餐饮、大型展会、旧物
打折卖场。憎13978362999蒋先生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13152599266

福达搬家150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3820890北260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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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清池改道七星3633324北门2617455
高压清洗秀峰2311078象山3846758疏通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皮沙发、椅
子、海绵垫沙发翻新13617839721

家电·家具维修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15977438968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177351555兴隆电动卷闸门

远达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15295882537
市区15295876497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店
设备、礼品等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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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伍军人补漏
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39360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1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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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铁西3811716北门2611991
七星5818352秀峰临桂2832551低价疏通

好心灵
家 政保姆 清洁18877326633

品 牌 推 荐品 牌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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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声 明

中山南路104号3600m2酒店
招租，另尧山农家乐45亩招租

酒店招租1351783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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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吉庆搬家 3870707态度好
效率高，市县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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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抽粪清洗抽粪、清洗管道、雨水
井清理13978344646

噪桂林市爱房人房产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通用手工发票三
联百元版190mmx105mm，号码：
01061726-01061750，声明作废。

噪陶柏利遗失全州三中毕业证
书，证号：201013246，声明作废。

打造桂林地区人气汽车资讯平台，网罗各大品牌优惠信息，
定期举办各类团购试驾活动，让您随时随地轻松掌控桂林车市。
想买车？先到桂·车界看看！
网址：http：//auto.guil inlife .com/ 官方微信公众号：guilinqiche
汽车团购QQ：257503370 商家合作热线：18977366235阳经理

桂林生活网汽车频道——— 桂·车界

桂林地产网是桂林生活网旗下房产专业媒体，我们更懂桂林楼市的
发展，我们有更多的团购买房优惠，我们更用心为你购置理想的家。

购房咨询电话：18977366235阳小姐 咨询QQ：3300467720

看房买房 我们更专业
桂林地产网购房更优惠

噪七星区今屋藏味私房菜馆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50305MA5LBP927K；发票领购
簿，编号：2016114788；及税控盘一
个，编号：49993522133，声明作废。

噪黄薇遗失购买彰泰春天杂物
房一间的票据，票据号：0141797，
声明作废。

噪刘晓臻遗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
学院学生证，学号：1654400404，声明作废。

噪 王莹遗失失业证，证号：
4503991801329，声明作废。

招 租
原桂林汽车总站2处办公场地对

外招租（可合租、分租）。
面积：430m2和300m2。

联系电话：13077602266毛先生
13077677456侯先生

招聘广场

东二环路，男女不限，25-48岁
工资2500-4000元憎13707831769

布艺沙发厂招开棉师

租转信息

噪桂林市和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领购簿，号码：2014084980；及
增值税发票系统税控盘，号码：
499920642183，声明作废。

噪伍哲玟遗失桂林市秀峰区阳家山
以北，规划阳江北路以西彰泰·桃源居
6栋1-7-04号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壹
份，编号：GL2016016845，声明作废。

憎林：13978310866 唐：18277399819 传真：2625899

专业：维修维保、节能技改、技术咨询、设计安装

泵 无 负 压 供 水 、变 频 供 水 、水 泵 控 制 系 统

消 防 泵 、空 调 泵 、排 污 泵 、不 锈 钢 水 箱

美俄领导人会晤黄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月 29 日表示，他决定取消原定与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的会晤。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俄方目前仍扣留乌克兰船
只与人员，他认为最好是取消与普京原定在阿根廷举行的会晤，他期
待在当前局势得到解决后尽快与普京再次会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1 月 30 日对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取消原定在阿根廷举行的两国领导人会晤表示遗
憾，说俄方将保持与美方沟通。

佩斯科夫告诉俄罗斯媒体：“我们遗
憾美国政府决定取消两国总统原定在（阿
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这
意味着（两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双边议题
的严肃磋商被无限期推迟。”

他说，“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
准备好”与特朗普接触。

特朗普 11 月 29 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写道，因俄方扣留乌克兰船只和人
员事件，他决定取消与普京原定在阿根廷
的会晤。他期待在紧张局势缓解后，尽快
与普京再次会晤。特朗普原定与普京在二
十国集团(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
会晤。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乌克兰海军 11
月 26 日证实，乌海军 3 艘船只 11 月 25
日驶向刻赤海峡途中在黑海海域遭俄方拦

截和扣留。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在

乘坐总统专机前往阿根廷途中发出上述推
文。他 11 月 29 日早些时候离开白宫前告
诉媒体记者，与普京的会晤“可能”仍将
举行，但他会在飞机上阅读关联俄乌刻赤
争端的“最终报告”。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告诉专机上的
随行记者，特朗普与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
凯利、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以及在巴西访问
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商
量，最终决定取消与普京会晤，“就发生
在半小时前”。

佩斯科夫在特朗普发布推文后告诉俄
媒体，白宫并未就取消会晤知会克里姆林
宫。

1 决定有点“突然”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文
物——— 靖江王陵遗址的保护，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殡葬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
区殡葬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决定对靖江王陵遗址
重点保护区叠彩区范围内的民坟
进行迁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民坟迁移范围
靖江王陵遗址重点保护区叠

彩区范围内的民坟。具体位置为：
桂林市叠彩区靖江路靖江王陵东
北侧，大河乡尧山村委莫家村烧
窑坪(龙珠岭山脚下，详见现场标
线)。

二、民坟迁移时间
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5 日)，请坟主家属自行完
成坟墓迁移工作。

三、其他事项
(一)请在迁移范围内的坟主

家属与坟墓所在地村委会或村民
小组联系，办理坟墓迁移手续，并
在 2018 年 12 月 15 日前迁移完
毕。

(二)未按本通告规定时间迁
移的民坟，视为无主坟，将依法处
理。

(三)本通告发布后，凡继续在
靖江王陵遗址重点保护区叠彩区
范围内建墓葬坟的，将依法处理。

联系人：
黄先生 电话：13377315008
廖先生 电话：13707831844
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

2018 年 12 月 1 日

迁坟通告

佩斯科夫 11 月 29 日早些时候说，
普京与特朗普会晤议程包括战略安全、双
边关系、裁军和地区冲突。

一名俄方外交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
两国领导人需要商讨《中导条约》。“我
们仍然不得不商讨《中导条约》。这很重
要。我们依然需要一次全面会晤，就像在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一样。”

普京和特朗普数次在多边场合见面，
今年 7 月 16 日在赫尔辛基首次正式会
晤。

两人原计划本月在法国巴黎出席第一

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活动期间举行第二次
正式会晤，重点商讨《中导条约》，但碍于法
方活动安排，会晤推迟至 G20 峰会期间。

《中导条约》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
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上世纪 80
年代由苏美两国领导人签署，规定双方不
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 500 公里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特
朗普 10 月以俄罗斯违反条约为由，宣布美
国将退出这一“冷战”时期达成的军控条
约。 据新华社

2 本想重点商讨《中导条约》

俄罗斯表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