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年前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告破
3 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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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酒收藏馆走进桂林

欢迎来电咨询：18510551787 朱先生 13241269007 李先生 （微信同号） （本广告真实有效）

年份 价格

1990-1988 14500-16000

1987-1985 16500-18000

1984-1980 18500-22500

1979-1977 26000-45000

1976-1953 价格面议

年份 价格

2020-2010 1880-3100
2009-2005 3200-3800
2004-2000 3800-5800

1999-1997 6200-7000

1996-1994 8300-12500

1993-1991 12800-13500

收购室一：桂林市文明路 1 号（百货大楼旁）赛凯酒店 8421 房间 公交：3 路、10 路、11 路、51 路、99 路、100 路 百货大楼下

收购室二：桂林市曼哈顿酒店（桂林两江四湖北极广场店）8208 室 公交：1 路、3 路、18 路、30 路、32 路 北极广场下

广告

结账现金

或转账即可

活动时间：2020 年 7 月 17 日-7 月 22 日（8：00 到 19：00）

北京茅台收藏馆是一家专业从事茅台及十七大名酒收藏机构，现因收藏需要，此
次斥巨资现金向社会求购 1953 年-2020 年生产的茅台酒及各种名酒、地方老酒、洋
酒、虎骨酒、老阿胶、冬虫夏草、安宫牛黄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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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有限，真正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如果双方达

成意向，可上门收购。报销车费。交易保密。

本报讯（通讯员秦红枫） 7 月 15
日，桂林银保监分局局长吴剑一行来
龙胜农商行调研金融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情况，龙胜农商行董事长罗来明、
副行长郑学兵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赴广西龙广滑石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疫情期间金
融需求及复工复产情况，并介绍各项
金融惠企措施。吴剑强调，作为龙胜
各族自治县主要金融服务机构，龙胜
农商行在疫情期间为保障企业融资需
求所采取的各项举措务实高效，要继
续扩大落地面，尤其是要及时为企业
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制
定解决方案，当好企业的坚强后盾，
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龙胜农商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来明在陪同调研
时表示，龙胜农商行作为县域主要金
融机构，越是在艰难时候越要挺身而

上，疫情发生以来，全体职工坚守岗
位，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金融服务，
切实做到疫情防控与保障企业复工复
产同步落实，为辖内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提供有序、高效的金融服务，当好
龙胜县经济发展金融标兵。

吴剑局长一行还到龙胜农商行调
研指导工作。龙胜农商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罗来明代表龙胜农商行对吴局
长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
龙胜农商行近年来发展情况，详细介
绍该行落实银保监局关于支持复工复
产和其他监管政策的方法措施及党建
引领发展、脱贫攻坚、风险化解等方
面的内容，汇报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难题等，并就监管工作提出了建议。
调研组一行首先肯定该行业务经营过
程中取得的成绩，指出目前发展存在
的问题。吴剑局长传达了近期银保监

会下发的相关监管政策，现场围绕
政策落实进行沟通交流，并提出以
下三点工作要求：一要持续防控疫
情，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力度，不
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为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二要
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不动摇，要
紧紧围绕支农支小监管政策要求，
深耕本地市场，专注信贷主业，服
务乡村振兴，体现战略定位；三要
筑牢金融风险防控防线，要管好
人、看好钱，筑牢制度防火墙，要
加强、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化解力
度，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罗来
明表示，龙胜农商行将认真领会落
实好吴剑局长提出的三项要求，进
一步坚守宗旨定位、加强风险防
控，确保实现龙胜农商行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桂林银保监分局一行

来龙胜农商行调研指导工作

本报讯（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周天华）幼儿园、小学新
生入学季即将来临，入园入学前必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7 月
16 日，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我市已全面开通网上自助
查验接种证服务。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进行网上自助查验前，家
长需查看手中的接种证，如为广西预防接种证并贴有广西编
码，即可网上自助查验；如接种证遗失，或持有的是外省接
种证且无广西编码，家长仍需在门诊进行现场查验。

家长可通过手机微信或网站登录两种方式进入“广西接
种查验证系统”查验接种证。

微信搜索 “桂林疾控”公众号后，点击公众号底部
【疾控服务】菜单栏进入“广西接种查验证系统”即可开始
查验。进入该系统后，须阅读《查验须知》，之后录入接种
证第二页粘贴的条形码上的数字编码和儿童姓名，再点击
“查询”， 核对信息并输入预留手机号码再次确认，即可
查看查验结果。工作人员提示，如完成接种的儿童可下载
《查验证明》并打印；未完成接种的儿童可查看儿童的漏种
疫苗信息，在门诊接种完疫苗后，重新进入“广西接种查验
证系统”下载《查验证明》。打印好的《查验证明》交给学
校，证明查验码为唯一标识。

电脑打开浏览器登录桂林市疾病预防控制官网（网址
http://www.glcdc.cn/），点击“儿童接种证明”进入“广
西接种查验证系统”查验接种证，步骤与微信查验一致，生
成《查验证明》后可直接打印。

 1 5 日下
午，平乐县阳安乡
的稻田里，收割机
正在收割稻谷。该
乡近年来大力发展
富硒水稻种植，目
前全乡稻田 2 . 9
万亩，已经全部进
入收割阶段。

记者游拥军 摄

幼儿园、小学新生入学季即将来临

我市全面开通网上自助

查验接种证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维）日前，广西广电网络公
司负责人将一面写有“情系企业 鼎力相助 恪尽职守 保驾
护航”的锦旗送到阳朔专案组民警手中以示感谢。此前，阳朔
公安经过缜密侦查，连续奋战，行程上千公里跨省追捕，破获
一起盗窃电信光缆案件，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工
具及涉案电缆一批，涉案价值达 20 万余元。

6 月 25 日 0 时 14 分许，阳朔县公安局白沙派出所值班
民警接到叶师傅报案，称其巡逻时发现本单位存放在白沙镇某
敬老院工地的 25 盘光缆线被人盗走，价值 20 万余元。此批
光缆为广西广电网络公司用于阳朔洪涝灾后重建施工的重要物
资。

此案情涉案价值巨大，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影响恶
劣。阳朔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开展分析研判，并锁定叶
某某、黄某及高某等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专案组成员经过 140
多个小时的缜密研判及摸排走访，兵分四路远赴湖南、广东、
江苏等地将多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审讯，今年 6 月，犯罪嫌疑人叶某某利用其帮广西广
电网络公司铺设光缆线的工作便利，熟悉了解光缆存放位置及
工地人员流动情况，便开始着手谋划盗窃光缆线，联系了黄某
及收购赃物的高某。案发当晚，叶某某事先将存放光缆的位置
发送给黄某，黄某伙同高某将存放在白沙镇某村敬老院的 25
盘价值 20 万余元的光缆盗走并运至广东省东莞市。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叶某某、黄某、高某三名犯罪嫌疑人
依法予以刑事拘留，被盗的 25 盘光缆线专案组已全部追回。

灾后重建光缆被盗

阳朔警方千里追缉

▲近日，灵川县公平乡岩山村的村民在分装南瓜、丝瓜等瓜类蔬菜，准备销往广东。

近年来，灵川县公平乡扎实抓好库区产业调整工作，帮助库区农民增产增收，取得显著效
果。 记者刘健 通讯员廖梓杰 摄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蔡召
雄)为加快推进我市棚户区(危旧房)改
住房改造顺利实施，帮助广大国企职工
早日住上新房，日前，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多名法官来到桂林齿轮厂危
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荷岸华庭)工地开
展送法律服务活动，为建设方、职工就
拆迁工作面临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疑惑
问题进行法律宣讲。

桂林齿轮厂已于 2009 年破产，退
休职工、下岗职工多，大家的收入普遍
不高，许多人居住在象山区翠竹路 63
号该厂生活区内。生活区内的房屋普遍
建成很久，楼房陈旧破烂，部分住房厨
卫不配套，生活区环境凌乱，小区所处
位置地势较低，容易遇雨成涝，居民生
活条件亟须改善。为改善该生活区居民

住房困难情况，圆大家的安居梦，我
市启动桂林齿轮厂危旧房改住房改造
项目。

有少数职工对项目建设中的拆迁
工作存在疑惑，建设方在实施拆迁时
也对部分问题不理解，针对这一情
况，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
官们结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
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进行
宣讲，确保广大职工放心。同时，法
官还通过案例警醒建设方，实施拆迁
工作务必依法依规开展。

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委
将与法院加强合作，引导督促企业依
法依规经营，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
早日圆广大职工的安居梦。

助力国企职工圆安居梦

市中级人民法院

为棚户区改造送法律服务
▲体验消防装备，模拟火灾逃生……近日，七星消防东江

消防救援站来到阳光小学，为孩子们上了一节生动的消防安全
知识课。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让他们了解火灾逃生和自
救知识。 记者陈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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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张坤)近日，
秀峰警方陆续从广东、浙江等地将三名犯罪
嫌疑人抓获，23 年前的入室抢劫杀人案告
破。

1997 年 10 月 10 日，秀峰区依仁路一居
民楼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唐某在家中被
杀害。嫌疑人潜逃后踪迹全无。23 年来，桂林
公安始终没有放弃对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今年 6 月 18 日，这起尘封 23 年的案件
终于迎来侦破转机。秀峰分局接到刑侦支队线

索：1997 年 10 月 10 日的这宗入室抢劫杀人
案，技术人员通过现场提取的指纹，比对出一
名可疑人员黄某。秀峰分局迅速抽调民警成立
专案组，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黄某的下落———
目前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公司做保安。

6 月 22 日，专案组民警驱车前往广
州。在广州，专案组调查得知，黄某于
1997 年 10 月 19 日在广东惠州市伙同两名
男子实施了一起抢劫案。该案与桂林市
1997 年 10 月 10 日唐某被杀案的作案时

间、作案手法相似，这更坚定了民警的怀
疑。

6 月 23 日，专案组民警在广州公安
的配合下，成功抓获潜逃 23 年的犯罪嫌
疑人黄某。经过审讯，黄某对 1997 年 10
月 10 日在桂林市入室抢劫杀人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专案组对这起命案进一步梳理，发现
该案还有另外两名嫌疑人。 6 月 27 日，
专案组赶往浙江金华，当晚在金华市孝顺

镇低田村将许某抓获。 7 月 4 日，专案
组成员在山东菏泽市单县浮岗镇抓捕涉案
人员张某，张某 2012 年因脑溢血脑瘫半
身不遂，暂无受审能力。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黄某、许某交代
其与张某三人系广东某宾馆同事， 1997
年三人来桂林务工，没找到工作身上又没
钱，便想到入室盗窃，盗窃时被受害人唐
某发现，随即将其杀害。目前，该案仍在
进一步侦办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