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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若发现上述上市申请人违反房改政策多处购买公有住房、集资建房或经济适用住房的，请拨投诉电话： 2836155 2850017 581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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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桂林市房改房上市交易实施细则》的规定，对以下进入市场交易的房改房进行公
示，请广大市民监督。

桂林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20 日

1 46249
唐贤潘 桂林市山美服装厂

市房产局 西凤路 36 号
3-3-5 号董新妹 秀峰房管所

2 46250
韩建忠 桂林市地方税务局 桂林市地方税

务局
四会路 20 号

综合楼 2-3-1 号
助理经济师

李丽洁（曾用名：李林娟） 桂林市京桂宾馆

3 46251
王贻兴 桂林市轻工总会

桂林市一轻局 叠彩路 2 号 2 栋
1-3-1、2 号

会计师
申年秀 无

4 46252
莫敦宣 广西桂林市五交化总公司 广西桂林市

五交化总公司
中山南路 53 号
4 号楼 2-1 号

技师
阳小云（曾用名：黄小云） 广西桂林市五交化总公司

5 46253
陈桂兰 桂林公路管理局

桂林公路管理局 中山南路 32 号
1 栋 1-7-2 号郭恂杰 桂林三建股份有限公司

6 46254
蒋玉珍 桂林市财政局

桂林市财政局 西凤路 3 号
4-5-2 号蒋佑德 桂林市教育培训中心 讲师

7 46255
李凤羽 市政工程管理处

市政工程管理处 环城西二路
125 号 202 室

助理工程师
刘韶林 无

8 46256
阳寅德 大河乡政府

大河乡政府 中山北路乌石街
2 号 1-2-2 号

助理政工师
阳明珍 无

9 46257
梁贵雄 广西建工集团四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

四公司
净瓶路 6 号国家山
东侧 68 栋 2-1-4 号杨远玲 无

10 46258
龙传松 桂林市火柴厂

桂林市火柴厂 九华路 9 号山水阳光城
3 栋 1-3-1 号文啟英 桂林市火柴厂

11 46240
陆惠忠 桂林药材站

桂林药材站
中山北路 112 号桂圳

. 城市领地 1 栋 1-4-6 号韦秀莲 桂林肉联厂

12 46260 宫林（曾用名：宫琳） 桂林医学院 市房产局
铁西下区

42 栋 3-2 号葛长随 无

13 46261
周秋玉 桂林市第二绿化工程处 桂林市第二

绿化工程处
桂香里 10 号职工集资
住宅 6#楼 2-4-01 号

高级技工
黄吉祥 桂林机务段

14 46262
黄运有 桂林市妇幼保健院 桂林市

妇幼保健院
中山北路 139 号

2 栋 2-1 号滕凤珍 无

15 46263
黄啟仁（曾用名：黄启仁） 桂林普天通信机械厂 桂林普天

通信机械厂
凯风路 10 号

南 14 栋 3-5-5 号秦群英 万雅珠宝公司

16 46264
秦奕发 广西五矿公司桂林汽车队 广西五矿公司

桂林汽车队
新建路 82 号
1 栋 2-3-5 号徐承玉 无

17 46265
周玉英 桂林市一建二工区

桂林市房地局 漓滨路 12 号
7-17 栋 3-2 号离异后购房

18 46266
韦晓光 无

桂林市房产局 清风路新 8 栋
1-1-1 号婚前购房

19 46267
方忠义 桂林橡胶机械厂

桂林橡胶机械厂 将军路 24 号
1 栋 2-1-3 号婚前购房

20 46268
段松林 桂林市汽车出租公司 桂林市

汽车出租公司
三多路 28 号
3 栋 4-5-8 号申春秀 桂林市桂林饭店

21 46269
唐毅平 桂林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桂林市建筑

安装工程公司
芦笛路 21-25 号
23 栋 1-2-2 号刘春秀 无

22 46270
覃兴荣 桂林市汽车总站 桂林市

汽车总站
雉山路 11 号金和苑

2#楼 1-1-2 号张湘霞

23 46271
钟旭 桂林市民航机场

桂林民航机场 安新小区 604 栋
1-6-1 号唐文芳 桂林市邮政局

24 46272
莫初来（曾用名：莫树苟） 桂林榕湖饭店

桂林榕湖饭店 中山北路 93 号 14#
18 栋 2-5-2 号房唐路英 桂林榕湖饭店

25 46273
申明方 桂林市化工建材公司 桂林市

化工建材公司
雉山路 176 号
1-5-2（B）赵凤慧（曾用名：赵变） 桂林市化工建材公司

26 46274
肖宏华 桂林机床电器有限公司

桂林齿轮厂 翠竹路 21 号
19 栋 2-2-7 号史学锐 桂林立白公司

27 46275
姜书文 桂林市第二塑料厂 桂林市

第二塑料厂

叠彩区芦笛路 33 号
华鼎御园 1 栋 2 栋商

住楼 3-4-4 号王琳 桂林市第二塑料厂

28 46276
刘鸿胜 桂林市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桂林市水利局
雉山路 108 号 1 栋

1 单元 1 楼 1 号房（B）李桂芳 退休

29 46277
曾亮 桂林市住建局

市房产局
西环二路 507 号
3 栋 5-3-2 号罗秋萍 桂林市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30 46278
罗红 桂林市糖酒副食品总公司 桂林市糖酒

副食品总公司
瓦窑路 40 号
2-5-2 号唐锦程 无

31 46279
陈家有（曾用名：陈加友） 桂林市织锦厂

桂林市房产局
七星二巷 20 栋
2-4-1 号房离异后购房

32 46280
彭发清 桂林银海毛巾厂

桂林银海毛巾厂
羊角山小区 8 栋

4-2 号房刘桂良 桂林银海毛巾厂

33 46281
钱朝强 桂林南方橡胶集团公司 桂林南方

橡胶集团
遇龙路 164 号
15 栋 1-1 号黄宛婷

34 46282
李秀群 桂林航天电器公司 桂林航天电器

公司
象山区翠竹路北巷
2 号 1 栋 4-4-7 号离异后购房

35 46283
李传富 桂林市外事办公室

桂林地区行署
安新洲 118
西楼 4-5 号白秀珍 桂林市中医院

36 46284
傅宗臣 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曙光橡胶工业

研究设计院
横塘路 53 号
21 栋 3-1 号

高级工程师
张俊仙 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

37 46285
赵富春 桂林市劳动服务公司 桂林市

劳动服务公司
西凤路 37 号
1 栋西 5-1 号

助理讲师
张卫华（曾用名：张小健） 桂林百货大楼

38 46286
柏志刚 桂林市齿轮厂

桂林市齿轮厂
象山区翠竹路 21
号 5 栋 1-3 号房文桂英 退休

39 46287
卢伟诚 桂林市建工机械厂 桂林市

建工机械厂
环城西二路

11 号 2-4-4 号离异后购房

40 46288
李锡光 桂林市公安局叠彩分局

市集资建房
叠彩区叠彩路 4 号大
院新楼栋 3-1 号房刘金莲（曾用名：刘懿莹） 叠彩消毒中心

41 46289
黎发生 机关事务管理局三食堂 机关事务管理局

三食堂
中山北路 1 号
6 栋 2-1-1 号

高级技工
阳全英（曾用名：阳梅英） 无

42 46290
李超美 桂林日报社

桂林日报社
新风街口 23C 栋

2-5-1 号熊银秀 无

43 46291
钟桂珍 无

临桂工商银行
鹦鹉路 5 号 1 栋

2-1-2 号梁竹恩 临桂工商银行

44 46292
童建业 广西区化轻建材桂林公司 广西化轻建材

桂林公司
中山北路 115 号

2 栋 2-2-2徐常庆 广西区机电设备桂林公司

45 46293
蒋仁兴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政府 桂林市七星区

人民政府
龙隐路 10 号
5 栋 2-2 号翁卫军 广西农垦桂林分公司

46 46294
莫增勇 桂林监狱

桂林监狱
横塘路 74 号
65 栋 1-1-1 号

助理工程师
杜曦 无

47 46295
卢发均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
铁佛路 11 号
2 栋 3-1 号唐淑贞 桂林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小教一级

48 46296
曾桂红 桂林市漓江大瀑布 桂林市社会

保障住房中心
毅峰路鸾西一区

3 栋 2-4-3肖小红 桂林市苏宁电器

49 46297
欧阳阳 桂林市审计局

桂林市审计局
棠梓巷 6 号
4 栋 2-2 号莫友爱 无

50 46298
张学芬（曾用名：张学峰） 桂林喜来登饭店 桂林市桂华旅

游实业公司
九岗岭 17 栋

4-2 号梁建英 桂林市华中华商厦

51 46299
唐维富 市人大车队 桂林市直机关事务

管理局房地产管理科
三多路 11 号 4 栋

1-6-1（B）许仲刚 百货大楼

52 46300
王素华 桂林市汽车总站

桂林市文化局
正阳路 11 号
21 栋 3-5 号房离异后购房

53 46301
阳丽娟 桂林市房地局第四房产管理处

市房地产管理局
榕荫路 16 号

2-8 号朱继芳 桂林市国家安全局

54 46302
阳丽娟 桂林市房地局第四房产管理处

市房地产管理局
三多路 33 号
2-4-2 号朱继芳 桂林市国家安全局

55 46303
朱国桢 桂林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桂林市勘察

设计研究院
西山路南一里
1 号 1-2 栋张桂英（曾用名：张煜） 桂林市勘察设计研究院

56 46304
莫良辉 桂林市空调机厂 桂林市

空调机厂
雉山路 76 号
4 栋 1-3 号黄润干（曾用名：黄微） 桂林市羽绒制品厂

57 46305
姜涛 桂林市中医院

桂林市中医院
鸾西二区 3 栋

2-5-5 号贺正泉 桂林市香江饭店

58 46306
项超英 漓江无线电厂

漓江无线电厂
六合路 135 号
45 栋 2-4-7 号

工程师
杨静 漓江无线电厂

59 46307
陆和宝 广西建工集团四公司 广西建工集团

四公司
净瓶路 6 号国家山
东侧 69 栋 1-4-2 号蒙爱芳 无

60 46308
李协章 桂林市机床附件厂

市房产局
中山北路 319 号
13 栋 1-5-1 号曾金满 桂林市机床附件厂

61 46309
黎景春 桂林市临桂公路局 桂林市

临桂公路局
瓦窑西路 5 号
1 栋 1-4-3 号赵五妹 桂林市第五塑料厂

62 46310
吕忠亮 广西桂林盐业公司 广西桂林

盐业公司
中山北路 376 号
3 栋 2-3-2 号曾志宏（曾用名：曾玉秀） 广西桂林罐头食品厂

63 46311
梁晓锋 盐业公司

盐业公司
中山北路 376 号
3 栋 2-3-1 号孙音（曾用名：孙引嫚） 北门街道办事处计生办

64 46312
潘玉云 桂林市百货公司阳桥商店

市直机关房管所
三多路政协院内
1 栋 2-1-2（A）配偶已故后购房

65 46313
杨慕伟 桂林市文具用品厂

桂林市房产局
观音阁 35 栋
2-4 号房赵维先 桂林市国际电线电缆公司

66 46315
覃承国 桂林市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桂林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
崇善路黄泥巷
1 号 1-3-2

高级工程师
葛东燕 桂林市五人民医院

67 46316
林秀英 桂林市雪芙莲有限公司 桂林雪芙莲

日化有限公司
甑皮岩路 1 号
2 栋 2-1 号房配偶已故后购房

68 46317
唐元林 桂林市财政局

桂林市财政局
西凤路 5 号
2-7-1 号

会计师
高志勇 桂林市委政策研究室

69 46318
刘建平 桂林味精食品总厂 桂林味精

食品总厂
北环一路清风御
虞山桥头 2-4-2阳旺妹 桂林味精食品总厂

70 46319
文华贵 桂林橡胶机械厂

桂林橡胶机械厂
将军路 24 号

34 栋 1-5-2 号袁纪秀 无

71 46320
赵作林 桂林威达集团 桂林威达仪器仪表

办公室设备集团公司
翠竹路 8 号
6 栋 2-5周立秋 桂林威达集团

72 46321
王润秀 桂林市饮食服务总公司 桂林市饮食

服务总公司
西山路 23 号
后楼 1-1 号周全忠 桂林市收容审查所

73 46322
李耀光 无

桂林市房产局
普陀路 64 号羊角山
小区 8 栋 1-6-4姚秀玲 无

74 46323
夏国辉 桂林市计量所

桂林市计量所
七星路 79 号单位
院内 3 栋 2-2-2 号廖五妹 桂林市制药厂

75 46324
丁小利 桂林市南园饭店

市房产局
福旺路 122 号

1-4 号黄志刚 桂林市南园饭店

76 46325
刘茂义 中国光大银行桂林分行

农行桂林分行
乐群路 8、10 号

1-5-1 号莫玉斌 农行桂林叠彩支行

77 46326
唐桂生 桂林金元珠宝集团公司

金属工艺品总厂
中隐路金元新村
10 号楼东-6-3 号彭翠华 银丽华侨宾馆

78 46327
吴震 桂林制药厂

桂林制药厂
平山北路 5 号
3 栋 2-1-1 号婚前购房

79 46328
关青先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
八桂路 11 号
1 栋 1-1-1 号张红军 市公安局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9 日电（记者李宣良
黄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18日在武汉分别接见了联勤保障
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驻湖北部队
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上午 11 时 40 分许，习近平来到联勤
保障部队。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同联勤

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亲切握手，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
党代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各位代表
和联勤保障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 16 日在武
汉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认真落
实习主席对联勤保障部队的训词要求，总结
联勤保障部队组建以来建设情况，部署今后
5 年主要工作任务，动员广大官兵加快建设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坚决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当日，习近平还亲切接见驻湖北部队副

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代表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湖北部队全体官
兵致以诚挚的问候，勉励大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忠实履职尽责，锐意开拓进
取，推动各项工作和建设不断取得新进
步，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许其亮参加接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首届跨国
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19 日在山东青岛召
开，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

的历史进程中，跨国公司作为重要参与者、
见证者、受益者，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
越大，营商环境只会越来越好，为全球跨国

公司创造的机遇只会越来越多。我们欢迎全
球企业家来华投资兴业，努力实现互利共
赢、共创美好未来。

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由商务部

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峰会以“跨
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将举行闭门会
议、平行论坛、合作路演等活动。

新华社武汉 10 月 19 日电（王自宸 李秉宣）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空军五项飞行比赛 19 日进行。中国队以总
分第一的成绩，将空军五项的首块金牌收入囊中，这是中国
军团在本届军运会上获得的第二金。

空军五项是军运会最具军事特色的项目之一，包括飞行
比赛和运动比赛两部分。空军五项飞行比赛是指低空三角导
航比赛，运动员作为领航员指挥飞行员在高度约 200 米的
三角航线上飞行 40 分钟。裁判员在 3 个检查点从导航的精
确度、准时到达能力等对运动员进行打分，总得分最高者获
胜。

本届军运会空军五项飞行比赛吸引了中国、捷克、丹
麦、巴西、立陶宛、芬兰、西班牙、瑞典、厄瓜多尔等 9
个国家代表队参赛。当天上午 10 时许，比赛拉开帷幕，各
国运动员作为领航员，依次指挥飞行员驾驶初教-6 型飞机
开展低空三角导航比赛。

中国队的运动员包括廖伟华、叶邦武、李多琦、和浩琴
等 4 人。其中，廖伟华作为领航员参加飞行比赛，叶邦
武、李多琦、和浩琴等参与点位确定、航速计算等低空三角
导航各项规划和准备工作。经过精密配合，中国队获得总分
第一，巴西队位居第二，芬兰队排名第三。

“成绩比较理想，算是超水平发挥。”中国队负责人王
海臣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良好的天气状况和队员们的
默契配合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队
将继续努力、奋勇拼搏。

根据空军五项竞赛总章程，国际军体理事会的官方奖牌
将颁发给个人飞行比赛项目的前三名，成绩最好的参赛国将
获得冠军奖杯。 21 日至 24 日，空军五项还将进行射击、
障碍游泳、击剑、篮球、障碍跑和定向越野 6 个项目的比
赛。

新华社重庆 10 月 19 日电（记者王优玲
陶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相关

负责人 19 日表示，要“以人民为中心”，根据
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趋丰富多元化，因
地制宜加强规划引领，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的 2019 中国
城市规划年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说，以人民为中心是城市化进入到下半
场，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的出发点。要了解
不同人群的共性需求，创新城市工作方式方
法，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制度、

机制、技术以及行动落实到城市各个角落的
具体工作上去。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赵龙表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编制规划，不是把人只当作统计意
义上的人口来预测用地规模和配套措施，而
是要以人的需要、感受和全面发展来安排好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既要从宏观层面推动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资源更加均衡
高效配置，也要从微观层面积极回应人民群
众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绿色开放空
间、社区生活圈、城市安全等诉求，从而最大

程度地实现空间布局的安全便利、舒适宜居、
美丽有序。

针对我国在高速城镇化粗放发展过程中
所留下的城市短板问题，黄艳说，城市本身
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综合系统，要通过对环境
污染、交通拥堵、管理粗放等“城市病”现
象深入调查研究，针对性开出药方。由于不
同城市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关键问题和城
市短板不同，要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建设行动
计划和方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今年选取了
11 个试点城市开展体检工作，明年将扩展

体检城市范围。
赵龙强调，做好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必

须结合地方实际，体现地域特色。编制国土
空间规划既要体现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也要
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特点
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既要强调统一性，也
要体现多样性，既要层层落实国家意志也
要防止千篇一律。他强调，最近，在规划编
制任务委托中，一些地方出现不顾实际盲
目攀比、铺张浪费，标的价格极高，甚至哄
抬价格的现象，要高度重视、坚决纠正。

习近平分别接见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代表、
驻湖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习近平向首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致贺信

两部委负责人：“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空军五项飞行比赛

中国队勇夺总分第一 10 月 18 日，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
界客车博览会上，参观者
查看金龙客车展出的自动
驾驶巴士。全球规模最大
的专业客车展——— 世界客
车博览会 18 日在布鲁塞
尔开幕。中车电动、宇
通、海格、金龙客车等中
国知名客车企业带来了多
款新能源客车以及前瞻技
术应用，彰显了工业 4 .0
时代中国客车智能产品的
制造实力和领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潘革平 摄

 10 月 19 日，一辆
“5G 自动微公交”行驶在浙
江省桐乡市乌镇姚太线街
头。当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
开通城市开放道路“5G 自
动微公交”示范线路，该线路
全程约 4 . 2 千米，车辆限速
每小时 40 千米，部署“5G
自动微公交”4 辆(世界互联
网大会期间为 10 辆)。5G
通讯配合人工智能边缘计
算，让“5G 自动微公交”面
对复杂路况能够快速响应、
安全行驶。

新华社记者尹栋逊 摄

乌镇开通城市开放道路
“5G 自动微公交”示范线路

中国客车“抢眼”世界客车博览会

▲ 10 月 19 日，中国队选手金泳德(中)、谢振翔(左)、
姚兆楠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射击项目男
子 25 米手枪军事速射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这也
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军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军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