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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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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招聘

●郑州轻工业学校诚招招生

代理电话:18736002005

培训招生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学网上开店包会18738131170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研究生医学哲学管理学法

学等合作咨询18336345252
河南中医学院
按摩师、小儿推拿班、心理

咨询师、公共营养师、针灸、

中药调剂员、修脚师培训鉴

定,常年招生颁发双证推荐

安排工作，即日报名电话

0371-65680198 65676866

求职

●工民建、总工13937160084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国文书法高考17737788589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做纸杯？找亚辉400-0016678

求购物资设备
●食品厨具设备18790270223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机械物资
●现出售 3000型沥青拌合设
备1台，2000型沥青拌合设备
3台另诚招各地市合作承建
沥青拌合站，有沥青设备。
联系人：经永宽 联系电话：
13598891980
杭州叉车68767259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3、14、15版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鑫马专业保洁 13903867207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信息窗口

●美加澳日签证 037160606060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转 让

●转文化路火锅店15837159550
●盈利食品厂转 18625509618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招 商

●李记冷串小吃加盟

独特秘方 13783622111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大型快递公司有部分区域

对外承包 18037378260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 15036008588
●月如意卫生巾诚招各地代理

国家专利产品，小商品大商机

13462532990 18625655985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空调移修53339669充氟清洗

●厂家专移修收空调66669222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软件网站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淘宝网店装修 13607662008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优化推广15838307519

让饭店酒吧

●饭店450平低转15037142220
●南阳路大石桥饭店低价转让

18638682900周先生

●转郑大新区北门营业中酒店

两层 1000m2 ，13213035818

●500m2饭店，做中餐火锅均可

房租低位置佳 13838386551
●石化路饭店转 13938401145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
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
布·布什 15 日正式宣布参加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并表示当
选后将对华盛顿盛行的谋求私利
的政治文化进行改革。

杰布·布什当天在佛罗里达
州城市迈阿密参加竞选活动时，
指责“停滞不前”并充斥着“娇惯
精英”的华盛顿需要为美国面临
的许多问题负责，并表示自己将
改变华盛顿盛行的利益集团当道
的政治文化。

杰布·布什当天发表竞选演
讲时，指责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克林顿参与制定的现任美国政府
外交政策导致一系列危机产生，
并表示自己当选后将加大军事力
量建设。

杰布·布什现年62岁，来自
政治世家，是美国第四十一任总
统乔治·布什的儿子、第四十三任
总统乔治·W·布什的弟弟。

杰布·布什在去年年底首次
公开表示正在考虑是否参选时，

在党内的支持率一度领先。然
而，随着共和党宣布参选的人数
升至两位数，布什的支持率被来
自佛罗里达州的另一名候选人马
尔科·鲁比奥超越，与其他候选人
也基本持平。

杰布·布什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
要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曾由其父、兄执掌的白宫

15日，杰布·布什出席集会时向
支持者致意。新华/法新

希拉里与J布什：绝配对手？
一些杰布·布什（以下简称J布什）的身边人认为，对

J布什来说，希拉里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对手，因为在
涉及许多争议性话题时，这两个同样出自政治家族的竞
选人即可避免“五十步笑百步”的尴尬。

家族背景：半斤对八两

政治家族背景对于J布什
和希拉里而言都是一把“双刃
剑”。一旦希拉里和J布什各
自赢得党内初选，两人便无法
因其“家族政治遗产”而揪对

方的“小辫子”。
而且，选民的情绪也无法

受到对任何一个家族的“审美
疲劳”影响，必须在两大家族
中作出选择。

伊战话题：难揭短

对J布什而言，其竞选过
程无疑会受到长兄乔治·W·
布什当政时表现的影响。

小布什当政时的白宫发
言人阿里·弗莱舍说，一旦迎

来J布什和希拉里的终极对
决，希拉里恐怕不敢拿伊战叫
板，因为当时出任参议员的她
就发动这场战争投下了赞成
票。

财务问题：都心虚

J布什的顾问斯蒂潘诺维
奇说，希拉里批评J布什与金
融界关系过密的可能性也不
大，因为她本人和丈夫克林顿

在这方面也没什么优势可
言。另外，J布什还可以就克
林顿基金会的财务问题来质
疑希拉里。

年龄差距：真不大

路透社分析，于希拉里而
言，与J布什过招或许也是一
件好事。

希拉里13日在首场竞选
主要演讲中说，要当“美国历
史上最年轻的女总统”。但实
际上，她已经67岁。面对年轻
对手的挑战，她有可能失去一

部分选民的支持。
目前，共和党内部出现了

不少年轻的竞选人，包括44岁
的佛州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
和47岁的威斯康星州长斯科
特·沃尔克，而J布什今年已
62岁。

据新华社

希拉里（左）与杰布（右三）身后都有昔日强大的总统。

去年年底以来，虽然杰布·布
什一直没有“放准话”要参选，但
是他的动向无疑都是在为参选做
准备。杰布·布什先后辞去在一
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的职务，包
括他自己的教育基金会以及一些
他担任主要合伙人或所有人的企
业。他还与英国巴克莱银行中止
一份顾问合同，放弃了高达百万
美元的年薪。

与哥哥划清界限

布什家族的光环既是政治资
产，也可能成为包袱。随着宣布
参选，外界免不了要把杰布·布什
和小布什做比较。而一段时间以
来，杰布·布什在公开场合急着和
哥哥划清界限。他在公开讲话中
坦言自己不同于哥哥，有独立见
解和主张，是个“独立的人”。

关于伊拉克战争，他曾一度
表态支持哥哥决定，但在后来的场
合又公开表示，美国当初不应该发
动伊拉克战争，称伊战是小布什政
治生涯的一大败笔。他还不认同
小布什放任政府“烧钱”的做法。

拼命节食减肥

好事的媒体还注意到，杰布·
布什在拼命节食减肥，以在选民
中塑造良好形象。相比于2014
年年底时的圆脸、双下巴，如今脸
部轮廓更加分明，瘦身效果明
显。外媒援引行家的推测说，杰
布·布什在短短数月间减重9-14
公斤。 据新华社

辞去各种职务

杰布·布什拼上了 >>>新闻观察

指责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