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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回收老酒
现金收购 1953年-2017年茅台酒 早 7：00至晚 18：30

另收购 1999 年之前的五粮液、洋酒、剑南春、桂林三花、郎酒、安宫牛黄丸及各类高度白酒

茅台酒收购价格（高度 53%vo1）全品相，不少酒的参考价
年份 价格

2012-2017年茅台酒 1450-1900 元/瓶
2011年茅台酒 2000 元/瓶
2010年茅台酒 2100 元/瓶
2009年茅台酒 2200 元/瓶
2008年茅台酒 2500 元/瓶
2007年茅台酒 2600 元/瓶
2006年茅台酒 2900 元/瓶
2005年茅台酒 3100 元/瓶
2004年茅台酒 3200 元/瓶
2003年茅台酒 3400 元/瓶
2002年茅台酒 3600 元/瓶
2001年茅台酒 3900 元/瓶
2000年茅台酒 4200 元/瓶
1999年茅台酒 4500 元/瓶
1998年茅台酒 4900 元/瓶
地址：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 70号桂林饭店（桂林火车南站正对面）4楼 420房
电话：18797703399 15211632042 蒋先生（长期有效）
公交线路：3路、4路、5路、10路、11路、16路、19路、22路、91路、K99路、100路、88路桂林站下车即到
活动时间：2018年 12月 30日-2019年 1月 6日（全天无休）

年份 价格
1997年茅台酒 5100 元/瓶
1996年茅台酒 5800 元/瓶
1995年茅台酒 6400 元/瓶
1994年茅台酒 7100 元/瓶
1993年茅台酒 7600 元/瓶
1992年茅台酒 8100 元/瓶
1991年茅台酒 9100 元/瓶
1990年茅台酒 9800 元/瓶
1989年茅台酒 10100 元/瓶
1988年茅台酒 11100 元/瓶
1987年茅台酒 12100 元/瓶
1986年茅台酒 14700 元/瓶
1985年茅台酒 15100 元/瓶
1984-1980年茅台酒 15900-18300 元/瓶
1979-1953年茅台酒 价格面议

广告

桂林易达铝业有限公司债权人：
《桂林易达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已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经
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同日
经平乐县人民法院(2018)桂 0330 破 1
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
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根据《桂林易达铝业有限公司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桂林易达
铝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
本次分配即为最后分配，确定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实施。由本管理人通过银
行转款方式将分配款汇入各债权人提供
的银行账户。

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为人民币 460
万元。支付破产案件受理费用和预留破
产费用 41800 元；为待定工程款债权提
存 291693 元；支付管理人报酬 173560

元；偿付工程款优先债权人广西平乐县
九 龙 工 业 园 区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1857888 元；偿付税收债权人平乐县税
务局税收债权为 6685 元；偿付担保债
权人广西平乐县农村合作银行 2120200
元；偿付普通债权人黄昌乾 58800 元、
曾广金 21930 元、吴小英 4644 元，退
还债权人平乐县二塘工业园区投资有限
公司诉讼费 22800 元。

对本次分配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
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
自本次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
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提存的
分配额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分配给
其他债权人。

特此公告。
桂林易达铝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公 告

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员吴
曼莉） 12 月 24 日，两岁的龙龙
（化名）在玩削笔刀时不慎将自己
右手中指指尖削断，家人发现后立
即将其送医。 27 日，记者从桂林
市人民医院了解到，事发当晚经过
紧急手术，医生已将龙龙的断指成
功接回，目前恢复情况良好。

据了解，龙龙家住全州县某乡
镇， 24 日下午 1 时左右，在家里
玩耍的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其家
长赶紧上前查看，竟发现他独自在
玩削笔刀，并把自己右手的中指指
尖削断。家长随后将龙龙与其切下
来的指头送到附近的医院，然而当
地医院的医疗技术有限，无法进行
断肢再植手术，随后又赶紧将龙龙
辗转送到市人民医院。

“手术的难度非常大。”市人
民医院创伤骨科/手足踝外科副主
任张立说。一个两岁儿童手指尖的
血管可想而知有多细，尽管是在
10 倍显微镜下，看到的血管也就
跟头发丝一样细。“但是为了患儿
的将来，孩子家长坚决要求手术。
而我也有孩子，十分理解其家长的

心情，因此决定为他们试一试。”
当晚，张立利用超级显微外

科技术，为龙龙的右手中指指尖
进行了血管吻合，并将手指的肌
腱、骨头、神经进行了修复。 27
日，张立告诉记者，经过三天的
观察，龙龙接好的手指现在血运
良好，手术十分成功。

张立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
加强对小朋友的看护，尖锐物品
应放置到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
方，一旦发生了类似情况，切记
不要惊慌失措。首先，要利用无
菌敷料帮助患者压迫止血并包
扎；其次将断肢进行干冷保存，
可用一块干净的纱布（无菌敷
料）将其包裹起来，再用一个塑
料袋密封，袋外使用冰水混合物
（或冰块）进行冷存；之后将患
者与保存好的断肢立即送到可以
完成断肢再植手术的医院进行救
治。张立强调，断肢后不要自行
清洗伤口，保存断肢时也不要让
断肢与液体直接接触，以免破坏
组织结构，断肢再植最佳的手术
时间是在伤后的 6 小时内。

本报讯（记者陈晓东 通讯员李
华兵）妻子因停车问题与他人发生争
执，为了替妻子出口气，市民篮某驾
驶车辆在交通干道撞击他人驾驶中的
车辆，结果造成无辜的路人死亡。昨
日，记者从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检察
机关近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对篮某提起公诉。

2018 年 1 月 25 日，时值小学
放寒假，篮某的妻子驾驶自家车辆接
小孩放学。结果，在一小区路口因停
车问题，篮某的妻子与何某发生争
吵。在踢了一脚篮某家的车子后，何
某驾车离开。事后，篮某从其妻子处
得知了这一情况，并获悉了何某驾驶
车辆的车牌号。为了报复何某，于
是，篮某携带妻儿驾驶车辆上路。

当篮某驾车行驶至市一交通干道

交叉口处，篮某发现了正在左转的
何某驾驶的车辆。为教训何某，篮
某随即驾驶自家的越野车撞向何某
驾驶的白色小轿车，没想，却将旁
边骑电动车的唐某撞倒。见此情况
后，篮某随即下车参与救助唐某，
并随后在案发现场被交警抓获归
案。案发后，唐某被 120 救护车送
至医院治疗，但经抢救无效死亡。

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篮某以出
气、报复他人为目的，制造事端，
无视公共道路上行人、车辆安全，
驾驶机动车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
重危害公共安全致一路人死亡，并
致他人财产损失人民币一万多元，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遂将其诉至法院。

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员韦芳 曾
兰秀）近日，永福法院将刑事审判庭搬到
百寿法庭，以巡回法庭的方式依法公开审
理被告人黄某滥伐林木一案。

据了解，永福县百寿镇某山场原为某
村三队村民集体所有的放牧场， 2008 年
雪灾后，原有的树木基本被大雪压倒，村
民不再养牛，山场上的杂草及杂木经自然
生长逐渐形成青山。 2013 年，该队村民
黄某在该山场种植杉树苗，后因看到其他
村民种植沙糖桔效益较好，便于 2017 年
初，在未经三队其他村民集体同意，未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该山
场砍伐树木，雇请挖掘机修山挖地，种植
沙糖桔。三队村民与黄某多次协商、调解
无果后到百寿镇森林派出所报案。经相关
部门鉴定，黄某在该山场采伐林木活立木
蓄积量为 26 立方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违反森林
管理法规，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
况下，擅自到集体山场上滥伐林木，数量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根据被
告人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
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近年来，
滥伐林木、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破坏生态环
境资源类犯罪案件是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
象。据介绍，百寿镇水资源与山林资源较
为丰富，是此类案件高发区。永福法院受
理案件后，考虑到百寿镇地处偏远，当地
群众的相关法律知识较为匮乏，便决定由
刑事审判庭法官以巡回审判方式，将庄严
的公堂审案送到百姓家门口。庭审当天，
百寿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屯代表及
村民近 50 人参加了案件旁听。

听着都疼！

两岁男童玩削笔刀削断指尖

滥伐林木获刑

永福法院铁拳出击护生态

妻子与他人发生争吵

丈夫驾车报复撞死无辜路人

28 日是
广西高铁顺利
开通五周年的
日子，当天上
午，桂林火车
站特意准备了
一系列精彩的
演出为游客献
上祝福。在桂
林火车站一站
台上，铁路员
工为前来乘车
的游客们献上
美妙的舞蹈，
精彩的演出也
让乘客们很是
开心。
记者滕嘉 摄

高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