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 卖 公 告
受桂林市雁山区人民法院委托，兹定于 2017年 1月 18日下午

16：30在桂林市中山中路 8号桂名大厦南楼 5楼拍卖厅，采用现场
与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卖：机器设备一批。拍卖参考
价：56.4万元，竞买保证金：8万元。
竞买保证金，请以转账方式汇入以下账户(户名：桂林市雁山区人

民法院，开户行：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穿山支行，账号：
363612010100561090)。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7年 1月 16日下午 16：00(到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 1月 9日— 16日(节假日除外)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本公司或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以及“联拍网”(www.lp113 .com)查阅相关
资料。并于 2017年 1月 17日下午 17：00前，持法院出具的保证金
收据和有效证件到我公司或广西区内其他拍卖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案件当事人及其他优先购权买权等相关人员逾期不办理竞买手续参
加拍卖会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法院监督电话：0773-5828676
报名咨询电话：13005958115黄经理
报名地址：桂林市环城北一路 5号

广西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受兴安县人民法院委托，兹定于 2017
年 1月 24日 15：00在桂林市中山中路 8
号桂名大厦南楼 5楼拍卖厅，采用现场与
网络同步联合拍卖方式按现状公开拍卖以
下标的：
1 .兴安县创沃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所有的位于兴安县兴安镇 C2区顾家村
旁的土地使用权和厂房。土地使用权面积：
1 1 0 5 1 . 8 9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7300 .35平方米。拍卖参考价：690万元，
竞买保证金：50万元。
2 .位于兴安县秦皇路城东街 11号房

屋一座，房屋建筑面积：394 .50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面积：90 . 40平方米。拍卖参
考价：133 . 57 万元，竞买保证金：10 万
元。
竞买保证金，请以转账方式汇入以下

账户【户名：兴安县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

开户行：广西兴安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账号：307512010106491159(备注栏须
写明法院拍卖款)】。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17年 1月

23日 16：00(到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2017 年 1 月 9

日— 23日(节假日除外)
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本公司或登录

“ 人 民 法 院 诉 讼 资 产 网 ”
(www.rmfysszc.gov.cn)以及“联拍
网” (www.lp113 .com)查阅相关资
料。并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 17：00
前，持保证金交纳凭证和有效证件到我
公司或广西区内其他拍卖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
法院监督电话：13687835686
报名咨询电话：

13005958115 黄经理
报名地址：桂林市环城北一路 5号

广西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7年 1月 9日

拍卖公告

临桂区公车改革取消车辆第三批专场拍卖会

拍 卖 公 告
受临桂区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定于2017年1月14日上午9：00在桂

林市临桂机场路(新车管所旁)真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内举行临桂区公车
改革取消车辆第三批专场拍卖会。主要车型有：丰田霸道、帕萨特、丰
田佳美、长城皮卡、欧蓝德、21座大型普通客车、长安、五菱等，详见拍
卖清单。标的物参考价1300元—213000元不等。详情请登录我公司网
站(www.gxjiarun.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查阅车辆信息。
有意竞买者交纳每辆车 5000元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人凭银行现

金缴款单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到报名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保证
金交款人与竞买登记人须一致)
开户名称：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桂林漓江农合行

琴潭支行 账号：360212010106353598
车辆展示及拍卖地点：机场路真龙二手车交易市场内(新车管所旁)。

看样及报名时间：2017年 1月 11-13日三天
报名地点：1 .桂林市中山中路 8号桂名大厦南

楼五层本公司
2 .桂林真龙二手车交易市场
咨询电话：13977379724 13517736130

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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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姜：我想从家里搬出
来，但我妈不同意。
舒心：和妈妈闹别扭

了？
姜姜：没，是我妈正式

和男友同居了，家里多了个
人，我有些不习惯。说出来
特不好意思，我妈今年都谈
了两次恋爱了，而我一直单
身。我妈笑我还比不上她有
魅力，连一个追求者都没
有。
舒心：年轻人对爱情充

满了浪漫幻想，总要求“来
电”。通常人到中年时更渴
望找一个忠厚可靠的人，细
水长流地过日子。
姜姜：我妈有点与众不

同，虽四十多岁了，但依然
少女心，和我一样也讲感
觉。曾有邻居说我妈老不正
经，这个年龄不找个老伴，
还想着谈恋爱。我妈不以为
然，火热恋爱又分手，反正
是越活越年轻。
舒心：爱情无关年龄，

任何年龄都有专属的魅力。
魅力就在于不受年龄束缚，
不畏惧世俗眼光，充满自信
地追求心中所爱。
姜姜：我妈长相不算多

美，也没多贤惠，但属于那
种勇敢去爱的女人，对别人
是真心实意付出，不物质不
计较，这点很打动男人。即
便是失恋了，她也是乐天
派，没过多久就好了伤疤忘
了疼继续爱。
舒心：你妈妈敢于接受

失恋，依旧能在“寻爱”的
道路上勇敢前行。这般相信
爱、乐意爱的心态，你也应
该受到点激励触动吧？
姜姜：我性格不像我妈

那么开朗，经历了一次失恋
后觉得很害怕，胆怯不敢投
入，想爱又怕受到伤害。其
实心里蛮着急的，想过找个
对我好的男人嫁了算了。我
妈说她虽期盼我找个归宿，
但坚决反对我为结婚而结
婚。

舒心：失恋没解开的心
结像一道坎，成为了阻挡你
爱情道路上的大石头。建议
你听听梁咏琪的《爱得起》
这首歌，有句歌词“输一次
下次有惊喜，伤得多深依然
爱得起”，一个愿意勇敢去
爱的人，才更容易收获幸
福。
姜姜：我妈也这样说，

她让我不要相信心灵鸡汤说
的，在付出的时候有所保
留，几分爱人，几分爱己。
她希望我勇敢去爱。
舒心：马云曾说，爱情

没有公平，总有一个人比对
方付出得多，即使没有结
果，也别觉得不值，因为你
的 付 出 不 光 是 为 了 他
（她），也是为了你自己的
爱。为爱付出是很可贵的，
赞自己一下，要像你妈妈说
的那般好好享受爱情，与其
暗自期待不如
大胆去爱！

妈妈恋爱了
我很别扭

辛姨：今年元旦学校放
假，读研究生的女儿回老家
看我们，本来是件好事，没
想到她竟然带了个男朋友回
家，着实把我们气着了！
樱樱：女儿交了男朋友

不是好事吗？你们为何还生
气呢？
辛姨：太突然了，我们

没有一点心理准备，尤其是
得知她男朋友竟然比她大了
十多岁，她爸气得不行，动
手打了她。她男朋友一看这
个情况，赶紧带着我女儿回
了学校。
樱樱：您丈夫怎么能动

手打女儿呢？
辛姨：我丈夫文化水平

低，脾气比较暴躁，下手比
较重，我拦也拦不住。不过
说实话，我也挺生气的，女
儿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樱樱：您女儿之前交过

男朋友吗？
辛姨：女儿一直很听

话，读书非常用功，成绩很
好，从没听说她交过男朋
友。
樱樱：你们反对，就因

为男朋友比她大？
辛姨：你不知道，我们

把女儿送到读研究生不容易
啊！我和丈夫出生在农村，
家境贫寒，我丈夫多年来一
直在外打工，我也做着一些
服务员、洗碗工之类的辛苦
活，收入都低，平时省吃俭
用，但对女儿的学习我们一
直很看重，也舍得花钱，只
盼着她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
命运。她考上了研究生，是
我们家的大喜事，眼看着过
两年她毕业就可以找到一份
好工作了，没想到她竟然给
我们来了这么一出！女儿才
23岁，可那个男的已经40
岁了，离了婚，还有个上初
中的孩子。如果真的结了

婚，女儿年纪轻轻还得去
做人家的后妈。你说，哪
个父母能接受这样的事？
樱樱：先别生气。您

是母亲，请您认真想一
想，女儿为什么要找比她
大这么多的一个男人？是
不是她成长道路上得到的
父爱一直很少，她从这个
男人身上寻找到了她很少
得到的东西？
辛姨：这个，我倒没

有考虑过。不过她爸为了
多挣钱，一直在外面打
工，女儿从小就住校，只
在放假和过年才可以短暂
地和她爸处一处。而且她
爸又是那种粗线条的人，
爱女儿也不会表达，父女
之间的确不亲。
樱樱：可能是这个原

因。您女儿在同龄男生身
上找不到成熟男人的关
爱，她渴望那种亦父亦兄
的感情，这样她才有安全
感。您准备怎么处理这事
呢？
辛姨：就算是这样，

我和丈夫也坚决不同意。
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办。
樱樱：有时候，越想

拆散一段感情，它反而越
发坚不可摧。您女儿已经
成年，早已有自己的思想
和判断力。即使你们不同
意他俩处下去，但也不能
再动手打她，简单粗暴解
决不了问题。我想，您找
个机会跟女儿好好沟通一
下，倾听她内心的声音，
理解她的选择。同时也借
机让她理解你们对她的关
爱和担心。世上的父母谁
不希望儿女幸福？而能得
到父母祝福的爱情才走得
更加久远。

女儿恋爱了
我很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