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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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8328573 18378328559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拆洗加氟
清洗回收维修空调 18878338087

租 转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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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市场好摊位、门面招租
桂林市中山北路 112 号群众市
场，现有少量猪肉、牛肉、水果、
蔬菜、日用百货等好摊位招租；
另二楼一千多平米门面招商招租

联系电话：13978362999

房 产 信 息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翻新、维修
做海绵垫沙发定制 13635195778

桂林雅鸿家具有限公司为你服务

安新江边别墅出售
憎 13707730731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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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岗位工作人员 3 名，招聘详情请登录桂
林人才网(http：//gl.gxrc.com/)公告栏查阅。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止。报名方式：如实填写个人简历表发送到
电子邮箱 1783451225@qq.com。咨询电话：0773-5800512

正阳路门面招租，截止时间 2019
年 5 月 17 日 17 时，电话：2882813

门面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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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牌 推 荐品 牌 推 荐

遗 失 声 明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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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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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维修 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 15994683893

婚介·婚庆·鲜花

征婚
男 83 岁，公务员退休，身
体健康，觅年龄适当的退

休女士为伴。电话：15977327328

卷闸门·电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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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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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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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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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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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 3882519 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 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5295876497

疏通改道水电市区 18877313155
市内 18877312837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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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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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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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噪广西师范大学王府红楼宾馆
遗失公章入网许可证，证号：
4503000053928，声明作废。

康美大厦门面出租
一楼门面出租，出售。

面积：137 平方米。

电话：13707730731

黄金地段招租
叠彩区雅斯特国际酒店 860m2 ！中
山北路维也纳国际酒店 800m2 ！七
星区维也纳酒店一、二楼 700m2 ！
四、五楼 1100m2！东环菜市城市便捷
酒店商场旅游部招租 13558038586

征婚女 60 岁开外，端庄 1 . 58 米
身体健康，有房有退休金，

独居无负担。觅 70 岁左右男士，愿
到女方家生活优先憎 13317832886

噪文小杰遗失桂林市临桂区国土
局集资房个人住房档案，档案号：
桂房档 0713352 号，声明作废。

噪广西铭匠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票号：05082474，声明作废。

噪浙江天地人科技有限公司桂
林分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170006376202，声明作废。

噪资源县丽丽食品店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桂 国
45032900DK00520，声明作废。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 13152599266

噪刘明静遗失护士资格证，编
号：14219860，声明作废。

噪徐凤艳、方聪遗失广西壮族自
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

（业主使用）第二联、第三联，票号：
桂O（13）00008107，声明作废。

5 月 16 日-6 月 30 日入住送 6900 元费用，电话：8991919

秀峰区泰和养老院夏季招收“惠”

鸿宇房产专卖
中山南路正街宾馆售 720 万 13617733813
安新南区独栋别墅出售 13617733813
桃花山庄临江独栋别墅售 13617733813
聚龙湾临江独栋别墅售 13617733813

噪桂林恒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灵川县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颁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字号：450323315800125，声明作废。

噪灵川县求精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辆桂 C70399(黄色)的道路运输证，证
号：桂交运管桂字 450323515064 号；
及车辆桂 H0595 挂(黄色)的道路运
输 证 ，证 号 ：桂 交 运 管 桂 字
450323513333 号，声明作废。

噪桂林七星区云帆通讯器材经营
中心遗失移动业务代办保证金收
据，收据代码：15129598，金额：
5000 元；收据代码：5059469，金额：
4000 元；及收据代码：22958422，金
额：3000 元，声明作废。

招聘广场 要求：50 岁以下，退伍军人，待遇
优厚、提供食宿。憎 13077692137

诚聘保安队长

全区就药品集中采购和配备使用采取系列措施

挤掉药价“水分”基本药物优先采购
为了有效降低药价，减轻群众看病负担。近期，广西医疗保障局就

药品集中采购和配备使用采取了系列措施，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完
善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和配备使用政策的通知》。《通知》对控
制药价不合理增长，降低虚高药价做出了新规定。如何挤掉药价形成过
程中的“水分”，完善全区药品集中采购对患者有何影响？昨日，就
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广西医疗保障局负
责人。

据了解，完善全区药品集
中、集团采购政策, 目的是在确
保药品质量、药品供应的同时，
能有效控制药品价格不合理增
长，降低虚高药品价格，减轻群
众就医负担，进而减轻医保基金
支付压力，确保基金安全。

一方面，调整政策可挤掉药
品价格形成过程中的“水分”，
实现药品价格下降，让群众用上
价格比较低廉的药品；另一方
面，降低药品价格不是全部的目
的，因为药品价格的形成过程会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生产
原材料的价格、配送企业的运行
成本等，过度追求价格降低，会
引发药品生产企业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而减少好原料的投入，或者
引发药品经营企业以低价中标药
品后不予及时配送等问题。因
此，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让药
品的价格回归合理，让生产、配
送、使用各方都能接受，形成药
品生产和供应全链条的良性互
动。

药品集中采购如何实施药品采
购省际价格联动？该负责人表示，
对2015年广西新一轮药品招标采购
入围产品目录内的品种，以生产企
业提供并承诺确认的全国最低价格3
省（指采取双信封制公开招标采购
药品价格最低的3个省、区、市，如
少于3个省、区、市，则取实际数）
公布执行的有效药品入围价平均值

作为基准，实施价格上下联动。
价格联动调整原则上每年度实

施一次。入围品种实施价格联动
后，相关信息在自治区药品采购平
台上公布，医疗卫生机构不允许进
行二次议价。招标品种自2016年12
月1日入围以来至2018年8月31日
止，在广西没有交易记录的品种，
将被取消入围资格。

对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方
面，将进一步加强基本药物配备使
用管理，坚持基本药物主导地位，
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
用量。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和医疗卫
生机构信息系统应对基本药物进行
标注，提示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采
购、医生优先使用。

将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作为处方

点评的重点内容，对无正当理由不
首选基本药物的予以通报。对医
师、药师和管理人员加大基本药物
制度和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处
方集培训力度，提高基本药物合理
使用和管理水平。同时，还鼓励其
他医疗机构配备使用基本药物。

据《南宁晚报》

实施药品采购省际价格联动机制

对基本药物要优先采购优先使用

挤掉药品价格“水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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