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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3859153
东5830023北2167706

搬家·搬厂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大车80元起
小车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远达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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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庆搬家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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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150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3820890北2602277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大世界九层写字楼转让
中山中路36号桂林大世界九层写

字楼建筑面积636 . 18平方米现有

意出让，另有天台和塔楼2个

联系方式：蒋先生13977311036

八桂大厦二层商铺转让
中山中路47号八桂大厦二层商铺

建筑面积36 . 54平方米有意出让联

系方式：李女士13788562999

抽粪改道瓦窑3611670七星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3898628象山3812798疏通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15295882537
市区15295876497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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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3882519瓦窑3613296
秀峰2827118七星5811768疏通抽粪
铁西3811716北门2611991
七星5818352秀峰临桂2832551低价疏通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3966588老兵空调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13367733516

皮沙发、布
套、海绵垫沙发翻新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15994683893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家政·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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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闸门·电动门

家电·家具维修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八桂大厦门面转让
地址：中山中路29号

八桂大厦一楼二楼门面
建筑面积：一楼60m2，
二楼200m2，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陈先生18007737999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977338056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3977358532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开
票

厨厕马桶改道
房屋补漏抽粪疏通补漏 2883818

疏通改道水电市内18877312837
市区18877313155婚介·婚庆·鲜花

儿觅30左右高1 . 65米左
右靓女13978398349绿卡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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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伍军人补漏
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39360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招聘广场
老牌润滑油招聘

招聘：业务员，男性，20-40岁，
底薪+提成+五险5000元左右，送
货员，男性，20-40岁，底薪+出差
补助+五险，3500元左右。
联系人：杨先生 13978313119

花生唐附近临桂宏润建材
市场入口美心工艺门148m2

门面转让13737083040
租转信息

2019年体操世界杯墨尔本站23日
进行了首轮决赛，经过激烈比拼，中国
队共收获两金三银一铜，其中刘洋和范
忆琳分别获得男子吊环和女子高低杠单
项冠军。

23日晚间在墨尔本体育馆进行了
男子吊环、鞍马、自由体操以及女子高
低杠、跳马单项决赛。

在男子吊环决赛中，资格赛排名第
一的刘洋延续了此前的优异表现，以
15 . 166分夺冠。中国队选手尤浩和巴
西吊环名将扎内蒂再度分列二、三位。

在男子鞍马赛场上，中国选手翁浩
不仅动作难度高、完成质量也不错，中
国台北队的亚运会冠军李智凯整套动作
也如行云流水、无懈可击。最终，李智
凯以15 . 266分略胜一筹，夺得金牌。
翁浩仅落后0 .033分，摘得银牌。日本
选手长谷川智将收获铜牌。

在男子自由体操赛场，菲律宾新秀

卡洛斯·埃德里尔·尤洛在决赛中以
14 . 566分摘金。日本选手荒屋敷响贵获
得银牌，西班牙选手萨帕塔和英国选手
坎宁安分享了铜牌。

在女子高低杠决赛中，两届世锦赛
冠军范忆琳以14 . 833分夺得冠军。另一
名中国选手吕嘉琦也表现出色，获得亚
军。

中国女子跳马新秀虞琳敏在决赛中
拿到铜牌。韩国小将吕瑞星尽管首跳落
地时出现失误，但因动作难度系数最
高，还是以14 . 266分摘金。“不老传
奇”、44岁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丘索维
金娜发挥稳定，以14 .200分夺得银牌。

2019年体操世界杯墨尔本站于2月21
日-24日举行，本站比赛是东京奥运会体
操项目的资格赛之一。24日将进行男子
跳马、双杠、单杆单项决赛和女子平衡
木、自由体操单项决赛。

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西甲第25
轮比赛中，武磊再度首发出场，而且打
满全场，贡献了全队最多的3次射门、
5次突破。西班牙人队主教练鲁比赛后
对武磊的表现赞赏有加。

看得出来，又经过了一周的适应，武
磊显然更加融入球队。相比上周对阵瓦
伦西亚队一战，西班牙人队在昨天凌晨
面对韦斯卡队时踢得更为直接，中后场
的长传明显增加，武磊也因此成了受益
者之一。不用背身接球，而是直接面对后
卫，比赛仅仅打了10分钟，武磊就用一
脚出人意料的吊射赢得了主场球迷的掌
声——— 迪达克后场直传，武磊在禁区左
肋得球，面对两名后卫的正面逼抢，他选
择右脚吊射，结果皮球稍稍偏出。

4分钟后，武磊再次贡献漂亮的射
门。罗萨莱斯右路斜传，禁区中路的武
磊半转身凌空抽射。

当然，这场比赛武磊最漂亮的射门
出现在第63分钟。又是迪达克中路直
塞，武磊得球突入禁区，摆脱了防守球
员，蹚了一步后起脚大力劲射，皮球重
重地击中门柱弹出底线。

最终，西班牙人队与对手1比1战

平。除了各具特点的3次射门，武磊在比
赛中还有5次突破，3次制造角球，并且
第一次在西甲踢满全场。

加盟西班牙人队之后，武磊已经出
战了4场比赛，出场时间分别为12分钟、
56分钟、72分钟以及90分钟。

昨天凌晨这场比赛，西班牙人队共
有13次射门，武磊和伊格莱西亚斯各有3
次射门，一起位居本队之首。武磊的3次
射门，1次是在禁区中路、2次是在禁区
左肋，相比之下，西班牙人队右翼梅伦
多只有1次射门，这让球队的进攻偏重于
武磊所在的左路。同时，与对阵瓦伦西
亚一战相比，武磊另一大变化是有了更
多的突破。西班牙人队这场比赛共有25
次突破，武磊占了5次，居本队之首。

没能在主场拿下联赛积分榜垫底的
韦斯卡队，西班牙人队主帅鲁比当然有
遗憾。不过，赛后谈到武磊，他还是送
上了褒奖。“武磊在面对球门时欠缺了
一点儿运气。当你有机会，而且也竭尽
全力了，那么不能进球也是可以理解
的。”鲁比说，“可以说，每周武磊都
在进步，与队友也更默契。”

据《北京晚报》

上港力压国安
首夺超级杯冠军
归化球员侯永永首次亮相赛场

体操世界杯墨尔本站决赛

中国队首日收获两金三银

与联赛垫底球队战平！

击中门柱 武磊错失西甲首球

2019 年中国足协超级杯昨晚在
江苏苏州打响，上赛季中超冠军上港
对阵去年的足协杯冠军国安。这是上
港首次参加超级杯决赛，最终 2 比 0
力压国安夺冠。

第 62 分钟，上港掷出右路界外
球，但国安防守球员解围时出现失
误，随后上港的传球找到左路的王燊
超，王燊超带球在无人看防的情况下
杀入禁区，面对郭全博轻松推射远
角，皮球撞在立柱内侧入网。上港在
场面不占优的情况下打破僵局， 1 比
0 。

第 66 分钟，上港掷出左侧界外
球后连续在左路打出配合，王燊超禁
区前沿直塞，奥斯卡处在越位位置将
球一漏，吕文君反越位插上拿球，面

对郭全博再次推射远角，郭全博对此
球毫无办法，上港将比分扩大为 2 比
0 。

比赛第 71 分钟，中国足球历史
性的一刻来临了，国安队替补待命的
侯永永换下了池忠国，成功迎来了自
己的首秀。他的登场也是中国足球史
上归化球员的首次亮相，究竟归化这
条路能否走通，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比赛的最后阶段，尽管国安试图
展开反扑，但无奈上港防线没有出现
漏洞，最终 0 比 2 告负，而上港则继
去年夺得中超冠军，新赛季的首战又
拿到了超级杯。随着超级杯战罢，新
赛季的中超、亚冠小组赛、足协杯将
接连拉开大幕，这也意味着新赛季的
脚步近了。 本报综合

上港队球员胡尔克（上）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