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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建设 2000 吨/年的饮片生产车
间及配套仓库； 500 吨/年配方颗粒生产车
间及配套仓库、辅助生活设施等，建设地点
广西桂林国家高新区铁山园铁二路与铁山路
交汇处。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现开展该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以便了
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及对本项目
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
的监督。

项目具体环评公示信息请查询桂林生
活： http ：//bbs.guilinlife.com/thread-
9687165-1-1 .html

广西一方天江制药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20 日

中国中药(桂林)产业园
—生产基地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尊敬的小香港商业城各位业
主：

小香港商业城定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20 日召开全
体业主书面大会，讨论并表决
各项议案，望各位业主在此三
天之内抽出宝贵时间，前往商
业城业委会会议室进行投票表
决。本次会议时间：早上 9：30
到下午 17：30，中午不休息。
由于事关商场切身利益，望各
业主重视本次会议，切勿延
误。

（注：到会业主请携带身
份证，到会业主有误工补贴）

桂林市小香港商业城业主
委员会

2018 年 12 月 30 日

通 知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

年 1 月 8 日上午 10 时在桂林
市中山中路 8 号桂名大厦南楼
五层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

桂名大厦南楼地下层 36
个车位 18 年经营权，参考价：
100 万元。

请有意者自公告之日起联
系看样，参拍者请于 2019 年 1
月 7 日 16 时前交纳竞买保证
金 10 万元到本公司指定账户。
拍卖前持身份证及转账凭证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桂林市中山中
路 8 号桂名大厦南五楼

联系电话：3562551
13978301619

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0 日

拍卖公告
尊敬的桂林奥林匹克花园 13#
地块·巴塞公寓业主：

我公司开发的桂林奥林匹克
花园 13#地块·巴塞公寓，已竣
工验收合格，达到合同约定交付
条件。拟定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正式交房，敬请各位业主按
《入伙通知书》内容携带相关资
料办理入伙手续。世纪家园地产
全体员工恭迎业主回家。

咨询热线： 0773-5596888
交房地点：桂林奥林匹克花

园·里约湖岸 3#楼一层物业服务
中心

特此公告！
桂林市临桂世纪家园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0 日

交房公告

本报讯（记者申艳 通讯员聂
梦娴）近日，叠彩、秀峰、象山交
警接力为一辆载有突发急症病人的
私家车开道，从火车始发站路口到
桂林市人民医院，一路绿灯。 12
月 29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了解了事发经过。

12 月 26 日下午 6 点左右，正
在火车始发站路口执勤的叠彩交警
大队协警小唐遇到群众求助，一辆
深紫色丰田小车上下来一名神情焦
急的中年男子，他说自己的父亲突
发疾病，已与桂林市人民医院取得
联系，他现在驾车载着父亲赶过去
就医，路程约 8 公里。可是，当
时正值下班高峰期，路上车流量
大，行驶缓慢，他担心会延误自己
父亲抢救的时间。为此，他希望能
得到交警部门的帮助。

小唐立即向正在大队中心指挥
调度的值班领导汇报了情况，值班
领导立即通过对讲机作出指示，让
那名中年男子开启车辆双闪，按照
中山北路由北往南路线行驶，由路
面摩托车巡逻警力负责接洽并开道
引导前往医院。

中年男子随即上车继续前行。
小唐汇报了该车车牌号，通知前方
新建路口的同事小黄做好接洽准

备。小黄在路边等了 5 分钟却没有
见到中年男子那辆车，于是驾驶警
用摩托车沿中山北路由北往南找了
过去。在分控中心视频巡逻配合
下，他在北极广场北口最右侧直行
车道发现了堵在车流中的目标车
辆。原来，中年男子为了争取时
间，在三股行车道之间连续多次变
道，竟在新建路口与小黄错过了。

小黄让中年男子驾车跟着他的
警用摩托车，按照值班领导指示，
将车辆带离拥堵的车流。北极广场
执勤民警移开黄网格线禁停区域上
的护栏，让黄网格线禁停区域瞬间
变成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应急通道。
中年男子跟着顺利经过了北极广
场。随后，早已接到指令等待已久
的北极广场、观音阁等辖区路面沿
线警力都积极通过信号灯调试、手
动指挥等多种模式，为搭载着病人
的小车开出一条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叠彩交警大队领导
已经通过对讲机通知目标线路所辖
的秀峰大队、象山大队共同给予帮
助，一路开绿灯。最终，短短 15 分
钟之内，小黄便驾驶摩托车带领搭
载病人的小车离开叠彩区后一路通
过十字街、阳桥、文明路口左转顺
利到达桂林市人民医院。

下班高峰期 一辆载着病人的私家车从火车始发站路口到市人民医院只用了15分钟

三城区交警接力搭建“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陈晓东 通讯员李华
兵）在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情况
下，为谋取利润，桂林市一男子铤而走
险，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非法充装液化气
7 万多公斤进行售卖，随后被公安机关
抓获。近日，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被
告人李某无证经营燃气一案，市中级人
民法院终审判决李某犯非法经营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万元。

经查明，从 2017 年 5 月开始，在
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被告
人李某在桂林市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
及液化气的经营。为赚取利润，李某雇
佣人员在桂林市各个液化气供应点收集
空液化气瓶，到未取得广西燃气经营许

可的液化气站充装液化气，再配送到各
个供应点。不仅如此，李某还自备液化
气瓶充装液化气销售给零散客户。 2017
年 7 月，李某被公安机关查获。据查
实，两个月的时间里，李某非法充装液
化气 77000 余公斤，市场价格 40 多万
元。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为谋取
非法利润，在未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情况下，多次到未经批准的燃气企业充
装燃气进行运输、销售，扰乱市场秩
序，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刑法》
第 225 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最
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并结合
李某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好等情节，
对李某作出了从轻处罚。

非法充装液化气 7 万余公斤售卖

男子因无证经营燃气获刑

“往后每一年的报纸
都会继续订阅下去”

50 多年前发表在广州军
区《战士报》上，一篇描写部
队汽车团新兵刻苦学习驾驶技
能、报效祖国的火热军旅生活
文章《烟尘滚滚 机声隆
隆》，勾连着今年已 70 岁的
冯汉雄老人的人生记忆，不断
加深他对报纸的情感浓度。
1970 年复员后，冯汉雄进入
广西区建设系统工作，一直在
自己热爱的驾驶员岗位上默默
奉献到 2008 年退休。

目前住在广西区四建生活
区的他，堪称《桂林晚报》
“最资深有缘人”之一：从
1995 年晚报创刊，他一直自
费订阅至今。在报社高新七星
站工作人员李毅兰眼中，他是
一个超级豁达、处处体谅别人
的“和善大哥”,“每逢刮大
风下大雨的日子，他总是叮嘱
我送报路上注意安全，不用着
急。”

30 余载相伴，感受着晚
报的“温度”。没有抽烟、喝
酒、打牌兴趣的冯汉雄，对晚
报报道了若指掌，并通过晚报
了解桂林，关注社会、关心城
市发展：阳朔 12 岁女孩何玥

成为 2012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年
度人物之一。 2016 年，中山北
路、漓江路、凯风路 3 座人行
天桥开工建设，并在年底建
成 ， 缓 解 桂 林 交 通 拥 堵 之
“痛”……

这些新闻报道一直深深地
印在冯汉雄的脑海之中，在接
受采访时他还建议，今后建设
人行天桥，有条件的可考虑设
置垂直电梯方便残障人士出
行。

“很萌”“接地气”“正
能量”……常年读报的他虽已
入古稀之年却很“时髦”，这
些网络上的热词，张口就来。
“哈哈，这些新词都是报纸上
看到的，每天都看报，这些还
能不知道吗？”他笑着说。谈
起了与晚报结缘多年的点点滴
滴，他说往后每一年的报纸他
都会继续订阅下去。

多年的晚报情结，化作殷
殷寄语。冯汉雄希望记者、编
辑能继续深入基层和百姓交
流，在报道上要做强做好栏
目、做美版面，将报纸办得更
加出彩、有看头。

记者黄光圣 文/摄

冯汉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