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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3859153
东5830023北2167706

搬家·搬厂

卷闸门·电动门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大车80元起
小车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远达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业务办理]

噪正文每行30元(14个字以内)，标题每行50元(10个字以内)
噪《租转信息》、《招聘广场》 每格1 . 2×4cm 80元
噪生活服务类信息每行20元(标题计两行)
噪品牌推荐 文字版 每格1 . 2×4cm 120元

彩色版 每格2 . 4×4cm 290元

分 类 广 告
温馨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为交易、签订协议的依据，请进一步核实

上门服务：18378328559 18378328573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88

吉庆搬家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房 产 信 息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977338056

15807734000 保姆
钟点工油烟机清洗爱君家政

天天低价疏通七星5883388象山3884899
秀峰3905492北门2616838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15295882537
市区15295876497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房产出售13788578345

荔浦荔松路4-2号大发宾馆旁
独栋三层小楼401 . 72m2出售

殡葬服务

中国化学工业桂林工程有限公司招聘
隶属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在工程总包、智能制造、节能环保、高端装
备方面独具优势，现急聘企业级安全负责人一名，要求：1 .熟悉
QHSE体系，有同行业企业级安全总监工作经验2 .本科学历，有注册
安全工程师资格及高级职称3 .大中型企业从事安全管理工作5年以
上联系方式：麦工0773-5833193/18249971680邮箱：hr@cgec.com.cn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3977358532

婚介·婚庆·鲜花

征婚
男，已退休，有住房医保。
寻50-63岁，容貌稍好女

士为伴，城乡不限18507738510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5861219象山3817569
秀峰3639223北门899462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抽粪改道瓦窑3611670七星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3898628象山3812798疏通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全厂长13077601275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18592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皮沙发、布
套、海绵垫沙发翻新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15994683893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13367733516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喜讯
2月14日情人节甜蜜婚介
晚7：30在穿山酒窖岩洞

举办玫瑰之约大型交友晚会。节
目浪漫风情。每人35元，欢迎光

临！憎13617831045吴姐

福达搬家150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3820890北2602277

月薪3000元，买菜、做饭、洗衣，清
洁，下岗职工优先13507732298

招保姆(约40岁)

招聘广场 遗 失 声 明
噪李四海遗失桂林市叠彩区北定道18
号联发·乾景欣悦31栋1-2-02号房的税
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第一、四联，票
号：（151）桂地现00117365，声明作废。

家电·家具维修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3966588老兵空调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儿觅30岁左右高1 . 65米
左右靓女13978398349绿卡征婚

本报讯（记者申艳 通讯员聂梦娴）
2 月 11 日上午，临桂区世纪大道上，一
辆小轿车驾驶员在驾车途中竟然睡着了，
致使车辆撞向路边护栏，所幸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2月11日上午8时50分许，临桂交警
大队执勤民警小陈巡逻至世纪大道金山大
圆盘路段，见到一辆“桂B”号牌的小轿
车行迹怪异，前方就是大圆盘了，车辆本
应该右转的，结果却径直朝大圆盘冲去。

小陈立即上前查看，发现车内驾车男
子竟然睡着了，直到小陈数次敲击车窗玻
璃，对方才被唤醒过来。

经民警现场初步检查，该起单方事故
导致车辆轻微受损，未造成人员受伤。驾
车男子自称姓兰，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
测，结果为 70 . 3mg/100ml ，属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随后，“兰某”
被带回临桂交警大队做进一步调查。

“兰某”交代，春节期间到湖南拜
年，在2月11日凌晨与亲戚吃宵夜，其间
喝了一些酒。当天凌晨3时左右，结束宵
夜后，他没有休息，而是独自一人驾驶车

辆从湖南到桂林市临桂区，准备接上自己
弟弟一同返回柳州。不料，由于酒精反应
及长时间驾驶，让他在驾驶过程中昏昏欲
睡。因此，当车辆行驶至世纪大道时他睡
着了，最终导致了该起事故的发生。

然而，事情并不像“兰某”说的那么
简单。民警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兰
某”存在谎报身份信息的行为，他真实的
姓是沈，有吸毒史，驾驶证已被注销，还
曾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刑一年半。

民警随后对沈某进行尿液检测，结果
呈阳性，证实他还存在毒驾违法行为。

面对证据，沈某承认自己谎报身份信
息，以及酒后、无证驾驶且吸食毒品的违
法事实，并交代其驾驶的车辆系租借车
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对沈某酒后、无证驾驶两项交通违法行
为，临桂交警作出罚款2500元的处罚。同
时，沈某因吸食毒品被辖区派出所予以行
政拘留15日。

目前，该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

本报讯（记者蒋璇） 7 日下
午，一中年男子因饮酒过量，驾驶电
动车经过瓦窑路德天宾馆附近路段
时，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象山城
管大队瓦窑中队城管队员在巡逻时发
现这一状况后，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并
通知120急救中心。最终，在他们的
救助下，男子被顺利送往医院接受治
疗。昨日，记者从瓦窑中队相关负责
人处了解到，目前，男子的身体正在
逐渐恢复当中。

7日15点41分，象山城管大队瓦
窑中队城管队员在瓦窑路正常巡查管
理、清理占道游商过程中，在德天宾
馆门口发现一名40多岁、身着黑衣
的中年男子趴在路中间，一台电动车
压在他的身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副
中队长俸俊琛带领执法人员跑步前往
查看情况，当他们靠近男子时，闻到
一股浓烈的酒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且男子口中不时吐出鲜血。队员们见
状，立即拨打110和120，并将压在

该男子身上的电动车移开。
虽然他们多次询问男子，但因

为其严重醉酒已处于无意识状态，
并无任何回应。城管队员们在认真
查看了该男子呼吸等身体状况无其
他异常的情况下，为避免对受伤人
员造成二次伤害，他们没有贸然翻
动该男子，只是将周围围起来筑起
警戒区，并疏导周边交通以及围观
市民，避免因市民围观而造成交通
拥堵。同时，不时查看该男子身体
状况，确保该男子呼吸正常。

急救车到达后，队员们向医护
人员进行了情况说明，并协助将该
受伤男子抬上救护车，同时将该男
子的电动车移交给象山区交警大队
事故科。

记者了解到，幸运的是，由于
城管队员们的及时施救，目前男子
身体状况正在逐渐恢复当中。

驾驶员在驾车途中睡着了
小轿车径直撞向路边护栏

喝高了 男子骑车醉倒路上

好暖心 城管队员出手相助

本报讯（记者陆鑫） 2 月 5 日，大年
初一，桂林市芦笛景区里游人如织。当天中
午11点左右，安徽游客刘女士在游览芦笛岩
时突然晕厥，带团导游立即联系了景区工作
人员，一场急救随即开始。最终，游客在众
人的救助下转危为安。

据芦笛景区工作人员回忆，2月5日中
午11点左右，当时芦笛岩迎来了一批安徽游
客，刘女士也在这批游客之中。就在刘女士
进洞参观五六分钟后，她突然变得脸色苍
白，之后就身子发软，倒在了岩洞里。

带团导游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其反
映给景区的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景区安保
员立即携带担架赶到现场，导游人员也携带
医药箱紧跟其后。在导游、游客和景区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刘女士被抬到了洞外通风
处。

经过现场医务人员初步确认，游客是因
为低血糖导致四肢无力。随后景区工作人员
和团队导游细心地为刘女士递上温糖水。

经过10多分钟的休息，刘女士身体状况
好转起来。事后她对景区的应急处理工作给
予好评，对工作人员的细心服务再三表示感
谢。

据刘女士说，她是跟着朋友和家里人从
安徽一起到桂林旅游的，前几天的行程安排
得比较满，到芦笛景区的时候，她就觉得有
些累，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一起进洞参
观了，没想到会出现昏厥。

在身体状况转好后，刘女士就和家人离
开了景区。昨天，记者从团队导游处了解
到，经过急救后，刘女士身体状况一直比较
正常，已经安全地离开了桂林。

游客突然晕厥 景区紧急救助

7日下
午，城管队
员们协助医
护人员将醉
酒男子抬上
救 护 车 。
（象山城管
大队瓦窑中
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