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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曾兰秀）一男子无意捡到
两只“怪鸟”，上网一查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他在明
知是国家保护动物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将鸟售出，结果被
公安机关抓获。近日，永福法院依法审结这起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该男子被判处拘役 5 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今年 7 月的一天，家住永福县百寿镇的唐某去河边
钓鱼时，发现在河边的竹丛里躲雨的两只幼鸟，于是唐某
将两只幼鸟抓获并带回家中。回到家后，唐某通过上网查
询得知，两只幼鸟名为“黑冠鹃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望着两只可爱的幼鸟，虽知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唐某
还是打算自己饲养。

在一段时间的喂食过程中，唐某发现两只幼鸟食量
特别大，饲养起来十分麻烦，于是他产生了将幼鸟卖掉
的念头。一天下午，唐某使用手机软件搜索相关聊天
群，在一个动物爱好者的群里发送了出售“黑冠鹃隼”
相关信息。不久，就有买家向唐某咨询并表示了购买意
愿。经与买家协商后，唐某以 600 元的价格出售两只幼
鸟。次日，唐某在指定的地点准备交易时，被公安机关
当场抓获。经相关部门鉴定，两只幼鸟均为隼形目鹰科
鹃隼属黑冠鹃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案发后，公安
机关将两只幼鸟送往相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进行救助。

因触犯法律，唐某被起诉到法院。近日，永福县法院
审理了该案。法院认为，唐某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定，明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仍然非法出售，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结合唐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其犯罪事实，当庭认罪，且所出售的保护动物未受到
损害，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捡到“怪鸟”两只

网上卖了 600 元

非法出售国家保护动物

一男子被判刑

□记者唐艳兰 通讯员梁辉 文/摄

面对别人的称赞，她总是淡淡地说：“我只是在尽儿媳、妻
子、母亲的责任。”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孝媳，是贤妻，是良
母，也是良师。作为好儿媳，陈碧霞没有感天动地的事迹，她以一
个典型的东方女性的心态，埋头做着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把“孝”
字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字典里，抒写着“孝”的朴实与无华。

公婆说：“有好儿不如有个好媳妇。”
1993 年 9 月，刚刚师范毕业的陈碧霞带着女孩子的纯真来到

了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乡（现为西岭镇）下宋村下宋小学代课。
1996 年与村中一位勤劳能干的年轻小伙结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
员。 20 多年来，她默默地为这个家任劳任怨地奉献着。 2012 年
11 月，共同生活了 16 年的公公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导致半身不
遂，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他们一家并没有放弃，而是
回家做保守治疗。在陈碧霞的细心照料下，公公被从“鬼门
关”拉了回来。每天下班后无论多忙多累，她都要扶公公在
房间里练习走路，每天为公公喂水喂饭，洗洗刷刷换换。

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公公在床上躺了
六年，她的爱人做一点工程，常常在外面跑，她为公
公洗澡、梳头、理发、捶背、剪指甲，精心侍侯，从
不厌烦。公公逢人便说：“有好儿不如有个好媳妇，
我家陈碧霞待我比爸爸还亲。”为照顾卧病在床的公
公，她很少回娘家，偶尔回一趟也是来也匆匆、去也
匆匆。每次看着老母亲恋恋不舍的表情，她的心中有
说不出的愧疚。

眼看着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苦日子快到头了，可
是厄运再度降临这个家。陈碧霞的婆婆也因冠心病引起
中风，造成半身不遂，出院后手脚麻木，洗澡、吃饭、
穿衣、起床这些简单的事情都不能自理。为了让两位老人
尽快恢复健康，尽可能让他们心情愉悦，吃好喝好，陈碧霞
换着花样做饭给他们吃，炖排骨、煲鸡汤、熬鱼汤。从学校回到
家就给老人喂水、喂饭、喂药、擦身子，日复一日，重复做着这些
事情。邻居们都说陈碧霞比二老的亲女儿还要亲。

陈碧霞作为学校的教学主任，没有因为家里的事情在教学上有
任何影响，反而年年教学成绩都名列前茅，曾经被评为县优秀教
师、优秀共产党员。她在用自己的言行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美德。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江浩源）如今在城市，共
享单车使用非常普遍。但是，停在路边的共享单车也成了
小偷的猎物。日前，临桂警方就破获了一起共享单车被盗
案件，追回被盗共享单车 3 辆。

日前，哈罗共享单车广西区负责人宁先生向临桂公安
局庙岭派出所报案称：哈罗共享单车维护人员通过日常检
查发现，有 3 架哈罗共享单车被盗。接到报案后，庙岭
派出所随即组织警力前往哈罗共享单车公司了解情况。他
们查看共享单车 GPS 定位系统显示，被盗的 3 辆哈罗共享
单车最后定位地点在某建筑工地内。民警立即赶赴现场侦
查，发现工地上一个工棚宿舍里停放着 3 辆哈罗共享单
车，但车锁已被撬坏，二维码有被烧毁的痕迹。民警立即将
这 3 辆共享单车扣押，并蹲守在工棚宿舍附近。中午 1 时，
该宿舍工头返回工棚，民警立即将他控制住，并从他口中了
解到 3 名嫌疑人的基本情况。随后，在工头的配合下，
民警将 3 名涉案嫌疑人成功抓获。

经询问，岑某、白某及陆某 3 人对盗窃哈罗共享单车
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悉，岑某、白某及陆某 3 人都
是贵州省人，居住在临桂某建筑工地职工之家。案发当日上
午，3 人步行经过临桂镇某安置地旁一空地时，发现沿路停
放着几辆哈罗共享单车，见四下无人便起了歹心。3 人将共
享单车的锁撬开，将车骑回工地宿舍内藏匿。随后，又将 3
辆单车的锁拆卸下来，将车上的二维码烧坏。目前，岑某、白
某及陆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据哈罗共享单车广西区负责人宁先生介绍，此次是哈
罗共享单车入驻桂林后首例被盗案件，被盗共享单车总价
值 5000 元左右。被盗车辆报案后 3 小时就被警方追回，
宁先生感叹民警破案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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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 3 小时迅速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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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经核查，以下单位在我委缴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尚未退还，现请你们见报后尽快到

我委核实项目具体情况后申请办理退款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773-2809621 、 2814773
地址：桂林市临桂区青莲路建设大厦南楼 1907 室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1 日

关于核实退还建筑行业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公告

序号 缴款单位 工程项目 缴款时间

1 桂林第伍建筑安装公司 青狮潭水库灌溉区管理用房 2007 .4 .26
2 桂林第伍建筑安装公司 穿山东路改造工程 2010 .3 .30
3 桂林第伍建筑安装公司 耀和荣裕小区幼儿园 2011 .06 .08
4 桂林第六建筑安装公司 凤集小学新建厕所 2007 .5 .11
5 桂林第六建筑安装公司 朝阳山庄 30 号地块 2010 .1 . 18
6 桂林第六建筑安装公司 朝阳山庄住宅小区 27 号 2010 .09 .28
7 桂林第八建筑安装公司 君武小学教师集资住宅 2007 .6 .20

8 桂林象山建筑安装公司 会仙山庄西园 21 号 2005 .09 .21

9 桂林象山建筑安装公司 象山修理厂办公综合楼 2007 .07 .18

10 桂林象山建筑安装公司 桂北机器有限公司职工住宅 9 号 2009 .12 .08

11 桂林同安工程有限公司 安厦世纪城揽翠湾 17 号 2011 .12 .20

12 桂林金辉建设发展公司 翔宇新建厂房 2009 .02 .24
13 桂林金辉建设发展公司 观光酒店附属楼扩建工程 2010 .06 .21
14 桂林金辉建设发展公司 绿海星城二期 7 号楼 2011 .11 .02

15 桂林水电建筑公司 瀚浩·红岭御苑 5 号 2007 .06 .25

16 桂林中核建筑安装公司 桂林工学院临时门面 2007 .05 .14
17 桂林中核建筑安装公司 理工大博文管理学院 9 号 2012 .05 .30
18 桂林中核建筑安装公司 理工大学博文管理学院 2014 .12 .25
19 桂林国立达建筑公司 五里亭干休所住宅扩建工程 2005 .10 .17
20 桂林国立达建筑公司 文明路 8 ﹟楼地下停车场 2006 .05 .15
21 桂林国立达建筑公司 香山画苑 1 ﹟楼 2007 .09 .25
22 桂林国立达建筑公司 七星区朝阳乡农贸市场 2011 .07 .18
23 桂林欣辉建筑工程公司 九华山西华里 4 号院新建工程 2014 .05 .29

24 桂林欣辉建筑工程公司 桂林园林植物园市场运作房 2014 .09 .30

附：缴存单位明细

序号 缴款单位 工程项目 缴款时间

25 桂林市建昌建筑公司 市十四中学运动场主席台 2007 .06 .09
26 桂林市建昌建筑公司 穿山中学新建教学楼 2010 .05 .31

27 桂林赓和建筑安装公司 信和江岸美庐二期 1-2#、5-7 楼及 7 楼地下室 2011 .09 .28

28 桂林赓和建筑安装公司 信和江岸美庐二期 85 号 2013 .09 .17
29 桂林市园林建设总公司 7 号办公楼 2012 .09 .20
30 桂林七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民华科技孵化基地 2 期 B 座 2013 .07 .07
31 桂林市置信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碧水康城住宅区 8 号楼 2014 .09 .10
32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凯风路西侧 P027 地块 1 楼 2015 .03 .06

33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凯风路 P077 地块二期 8-13 及 8#
11#12#13#商业楼 2015 .07 .03

34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凯风路 P077 地块三期 2015 .08 .26

35 龙光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凯风路 P077 四期 23 、 25 2015 .12 .24

36 临桂县建筑安装公司 桂林市和顺国际旅行社扩建电梯间 2011 .10 .08

37 桂林全建建筑安装公司 漓江天下居住小区一期 2007 .05 .21
38 桂林全建建筑安装公司 市十八中逸夫综合楼 2008 .01 .21
39 桂林全建建筑安装公司 桂林公路管理局中心试验楼 2010 .04 .06
40 全州第三建筑公司 桂林世昌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06 .06

41 全州第三建筑公司 世昌工贸新建 1 号厂房 2012 .10 .22

42 全州第三建筑公司 力天兴业街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2015 .07 .20

43 广西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春天家园幼儿园 2008 .11 .27
44 广西容县建筑工程公司 朝阳山庄住宅楼 50 号 2009 .08 .06
45 广西容县建筑工程公司 鸿星针织加工厂食堂 2009 .08 .31
46 广西桂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机场路都督山石塔景观 2011 .11 .15
47 广西万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遇龙路口商住楼地下室 2014 .09 .25
48 广西万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遇龙路口商住楼工程 2014 .10 .11
49 广西万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遇龙路口商住楼（地上） 2016 .01 .07
50 柳州铁路建筑安装公司 南宁铁路局桂林地区住宅 2011 .07 .29
51 柳州铁路建筑安装公司 南宁铁路局桂林地区住宅 2011 .08 .18

52 柳州铁路建筑安装公司 南宁铁路局桂林地区住宅 2011 .09 .06

53 玉林建筑安装公司桂林分公司 桂林国际饭店酒店附属工程 2012 .08 .28

54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广场一期 11 地块 1-0、31A、31B 及地下室 2013 .06 .13
55 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司 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12 .02
56 广东吴川市建安公司 爱琴湾 1 号 2005 .07 .07
57 贵州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訾州公园管理用房 2017 .05 .17

58 重庆山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万达和平 N13 地块 1-3 2017 .12 .15

59 桂林市鑫灿房地产开发公司 爱琴湾 1 号 2005 .07 .07

60 桂林市秀峰房地产开发公司 晟景苑 2 号 2005 .07 .15

61 桂林市秀峰房地产开发公司 临江苑 A 号 2005 .11 .08

62 桂林市双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桂林饭店综合楼 2005 .08 .06

序号 缴款单位 工程项目 缴款时间
63 桂林市双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新建桂林饭店综合楼 2009 .09 .15
64 桂林市泰鹏房地产开发公司 山水阳光城 6 号楼 2010 .11 .22

65 桂林市德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绿海星城二期 1-6 号 2008 .08 .19

66 桂林佳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河大厦 2012 .04 .17

67 桂林市强盛房地产开发公司 甲山度假山庄 20 号 2007 .06 .08

68 桂林市景森房地产开发公司 兴进中央尊馆（ 4 号范围）地下室 2009 .10 .14

69 桂林市景森房地产开发公司 兴进中央尊馆 7 号楼 2012 .02 .06
70 桂林市冠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中隐小城 1 号 2 号楼 2015 .02 .13

71 桂林市环城水系建设开发公司 福隆园一期回建房及商品房 4-7 号 2005 .12 .28

72 桂林市龙光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凯风路 077 地块二期项目 8-13 及 8#
11#12#13#商业楼 2015 .07 .03

73 桂林市松煜投资有限公司 兴进上郡住宅小区 7-9 及西边地下室 2012 .02 .22

74 中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桂林公司 地质研究院新建室内球馆 2011 .07 .07

75 桂林家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华御公馆 7-10 号、 13 号及地下室 2013 .03 .28

76 桂林家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华御公馆 A2 区 14 号楼及地下室 2014 .01 .03

77 桂林耀和置业有限公司 耀和荣裕 18 号-20 号住住宅楼 2010 .09 .10

78 联发集团联泰置业公司 怡景苑 61 号 65 号 67-69 号 71-73、75-76 及地下室 2013 .09 .25

79 桂林碧峰置业有限公司 兴进臻园 2-3 号 8-9 号及东西区地下室 2012 .09 .10

80 桂林碧峰置业有限公司 兴进臻园商住小区 10 号-12 号楼 2013 .02 .04

81 联发集团桂林联盛置业有限公司 联发乾景一期 9 号 15 号 18、19 号 20 号 2013 .10 .28

82 联发集团桂林联盛置业有限公司 乾景 23-23、25-32、35 及 9、18-30 地下室 2014 .01 .08

83 联发集团桂林联盛置业有限公司 联发乾景广场二期 65-68 及地下室工程 2016 .09 .08

84 桂林荣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荣和林溪府东区一期 A9-1 地块工程 2015 .11 .24

85 桂林荣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荣和林溪府东区二期 A8-1 地块工程 2016 .01 .29

86 桂林市自来水工程有限公司 雁山自来水加压站工程 2007 .05 .17

87 桂林鸿瑞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园培训楼 2006 .07 .14

88 普诺基电子有限公司 普诺基电子产业基地一期 1-3 号 2007 .03 .29

89 桂林市和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扩建电梯间 2011 .09 .30

90 桂林市烟草公司 市场运作建房 2006 .11 .03

91 桂林市土产公司 危旧房改造新建职工宿舍 12-15 、 22 及地下室 2012 .09 .17
92 桂林先资彩印包装公司 车间加层 2006 .11 .07
93 桂林市自来水公司 市东片区南片区给水管 2011 .03 .16

94 昊华南方（桂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 危房重建改造项目一期 2008 .11 .19

95 桂林市医疗电子仪器厂 集资住宅楼 1-2 号 2007 .07 .27
96 桂林市水泵厂 集资楼 1-3 号 2007 .10 .22
97 桂林市水泵厂 集资楼 4-5 号 2007 .10 .29

98 广西罗汉果制品厂 厂房、办公、宿舍综合 2011 .08 .22
99 军用饮食供应站 军供保障楼（军用饮食供应站） 2008 .11 .10
100 桂林訾洲公园管理处 訾洲公园管理用房 2017 .05 .22

本报讯（记者何平江 通讯员朱新鹏 文/摄）
10 月 8 日，国庆长假后上班第一天，市接待办公室全
体干部职工积极为遭遇变故的帮扶对象黎茂芳捐款捐
物，并及时送到黎茂芳家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阳朔县阳朔镇高洲村的黎茂芳，家中有 70 多岁
的老父亲长期卧床，妻子智障，唯一的女儿正读高
中，年过五旬的他靠一双手几亩地艰难地维系一家人
的生活。经过帮扶干部和后援单位多方努力，黎茂芳
在 2017 年好不容易脱离贫困线。日子有了盼头，上
高中的女儿成绩一直不错，让黎茂芳对生活越来越有
信心。

今年 7 月，黎茂芳被检查出患肺结核，治疗很
快花光了积蓄，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短短两三个月
就暴瘦如柴。家中唯一的劳动力轰然倒下，让这个刚

刚脱贫的家庭再次回到贫困队列。
得知黎茂芳家庭遭受变故后，结对帮扶的市

接待办公室干部职工积极行动起来，多方联系医
疗机构为黎茂芳会诊，还计划把黎茂芳接到市里
医院做系统治疗。黎茂芳想到家里的老人、妻子
时刻离不开人，只愿在乡镇卫生院和家里治疗。
看到家中日子艰苦，黎茂芳 17 岁的女儿今年暑假
时决定辍学打工，经众人劝说才再次返校。

为了帮助黎茂芳一家渡过难关， 10 月 8 日，
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市接待办公室全体干部职工
为黎茂芳捐款捐物价值 5000 元，并及时送到黎茂
芳家中，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此外，作为扶贫后
援单位，市接待办将积极寻求社会资源，帮助黎茂
芳一家渡过难关。

贫困户患病度日难 帮扶干部捐钱物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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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霞精心照顾半身不遂的公公，帮助
他走路锻炼。

▲陈碧霞忙着把收获的柿子运回家。她的
身上压着一副副重担。

陈碧霞在给学生们上
课。她的课生动有趣，很受
学生们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