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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达搬家搬家拆空调南 3859153
东 5830023 北 2167706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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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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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150 元起 拆装空调 搬厂
南 3820890 北 2602277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旧货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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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5295876497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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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 3882519 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 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铁西 3811716 北门 2611991
七星 5818352 秀峰临桂 2832551低价疏通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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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电·家具维修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八桂大厦门面转让
地址：中山中路 29 号

八桂大厦一楼二楼门面
建筑面积：一楼 60m2，
二楼 200m2，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陈先生 18007737999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开
票

厨厕马桶改道
房屋补漏抽粪疏通补漏 2883818

疏通改道水电市内 18877312837
市区 18877313155

婚介·婚庆·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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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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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8837

退伍军人补漏
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3839360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花生唐附近临桂宏润建材
市场入口美心工艺门 148m2

门面转让 13737083040

桂林市和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诚聘
1、会计：大专以上，有工作经验优先；2、文员：中专以上；3、物管
员：男女不限，高中以上；物业电工：高中以上；保安：初中以上，保
洁：初中以上；以上工作人员要求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待遇面议！

联系 2852918 陈小姐 陆小姐
地址：桂林市中山中路 39 号南方大厦 6-1

招 聘 广 场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卷闸门·电动门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儿觅 30 左右高 1 . 65 米
左右靓女 13978398349绿卡征婚

占地 300 多亩，可租，可合作，
可转让。 憎 18178314088

猪场转让

南方大厦一层商铺招租
位于市中心十字街南方大厦一层临街商铺，招租面积约 600

平方米，地理位置优越，商业成熟区域，适合各类商家入驻经营，商

铺可整租、可分租，价格优惠。

有意者请联系：15807739119(谢先生)、13907731808(吴女士)

十字街临街商铺招租
南方大厦一层临中山中路旺铺
招租，面积约 100 平，无转让费，
价格优惠。另有精装修写字楼
( 270 平)租赁。有意者请联系：

18577317617(何女士)

场地招租
高新区政府西侧“阿凡达羽毛球
馆”4 块场地招租，龙骨杉木板
铺专业地胶，环境好，方便停车。
买卡 40 元临时 50 元每小时。
电话：18978660846(微信同号)

遗 失 声 明
噪 潘琳遗失身份证，证号：
450303198608172018。

噪广西六味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5030200600540R，声明作废。

噪灵川县华享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车
辆桂 C16276 的营运证，编号：桂交运
管桂字 450323516534 号，声明作废。

噪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出租汽
车公司遗失车牌桂 CT7210 出租车
营运牌，号码：00775 号，声明作废。

噪杜文彪遗失万象·芭堤雅第 3
幢 1 单元 19 层 01 号房的房屋预
告登记证明，证号：临桂预临桂
镇字第 20113399 号，声明作废。

噪桂林市巨峰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车
辆桂 C1213 挂的营运证，编号：桂交运
管桂字 450300162629 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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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转 信 息

噪曾锋岩、曾 生遗失灵川县潭下
镇合堡村委上宅村的集体土地使
用证，证号：01419 号，声明作废。

子兑

本报讯（记者蒋璇 通讯员陈凯）
因为嘴馋想吃鸡，平乐男子陈某骑着摩
托车跑到恭城莲花镇打算偷上几只解
馋。正当他实施盗窃时，被正巧出门的
主人抓个正着。随后，警方将其带回派
出所，并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8 日的处
罚。在此过程中，民警顺藤摸瓜又掌握
了陈某此前两次盗窃村民土鸡 15 只的
犯罪事实。鉴于陈某多次盗窃，警方便
对其进行刑事拘留。日前，记者从恭城
警方了解到，目前，陈某已被当地检方

批准逮捕。
30 岁的陈某喜欢吃鸡， 2019 年

1 月 17 日，他的馋瘾犯了，想到之前
两次在恭城莲花镇南山桥得手的经历，
他决定再去弄两只来吃。当天，他骑车
来到村里，尿急的他找到路边的一间厕
所方便后，走出来就看到旁边的一户人
家里养了十几只鸡，便打算就近下手。
于是，他慢慢靠近鸡群，然后猛地扑了
上去，鸡群受惊后顿时朝四处乱窜。碰
巧这时屋主从房里走出来看到了这一

幕，于是大声呼喊。附近的乡邻闻声
而来帮忙，众人合力将陈某绑了起
来，紧接着报了警。接到报警后，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将陈某带回了派出
所。

在调查过程中，出于职业敏感，
民警根据陈某的作案手法，怀疑他与
之前的几起盗鸡案有关。果不其然，
在进一步的侦查中，民警发现陈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最终，陈某如实供述
其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2

日在莲花镇盗窃两户人家 15 只鸡的
犯罪事实。

据陈某交代，因为他喜欢吃鸡，
可由于自己家中没有饲养，就来到没
人认识自己的莲花镇实施盗窃。

日前，记者从恭城警方了解到，
由于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
窃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遂被当地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偷鸡不成被抓现行
男子嘴馋到邻村偷鸡 把自己“吃”进派出所

本报讯（通讯员覃福生 钟琳 记者陈
晓东）买来特殊麻将，用特制的隐形眼镜看
对手的麻将牌，出“老千”赢钱……这些在
电影里的片段在荔浦某麻将室真实地“上
演”了。近日，荔浦市人民法院以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合伙作弊的韦某、韦某某、黎某三
人有期徒刑各 7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各
3000 元，并判决对三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依
法予以追缴。

2018 年 8 月中下旬的一天，在荔浦经
商的浙江丽水市人韦某在荔浦荔城镇欧某开
设的麻将室打麻将输了钱。输钱后，韦某便
产生将特殊麻将放入到麻将机，然后再找人
戴透视的隐形眼镜出“老千”骗取他人财物
之念，并先后邀约贵州省绥阳县的黎某、柳
州市的韦某某一同行骗。黎某、韦某某表示
同意。尔后，韦某将特殊麻将牌放入到欧某
麻将室的自动麻将桌中，并寻找目标，安排
牌局。在韦某的安排下， 2018 年 8 月 24 日
中午 12 时至次日凌晨 1 时期间，黎某配合

韦某在欧某开设的麻将室内与女子李某、罗
某一起打麻将，由韦某某戴透视的隐形眼镜
出“老千”胡牌、买码的方式骗走李某、罗
某人民币共 5300 元。所得上述赃款三人共
同分赃。

2018 年 8 月 25 日下午 3 时许，韦某某
和黎某在上述地点采用相同方法与李某、罗
某打麻将行骗时，骗局被李某的丈夫罗某某
识破并当场揭穿。同日，韦某某被公安民警
抓获归案。 2018 年 10 月 16 日，韦某在桂
林市一大酒店被公安民警抓获； 10 月 21
日，黎某在广东省佛山市被公安民警抓获。

2 月 14 日，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韦某、韦某某、黎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打麻将时戴透视的隐形眼镜出
“老千”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三被告人在共同诈骗
过程中，所起作用相当，故不区分主从犯。
三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
从轻处罚。

买特殊麻将“出老千”
三人犯诈骗罪获刑

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
员李俐）春运期间，火车站的
售票大厅里十分繁忙，前来购
票、取票的人络绎不绝。人群
中就有这样一名男子，他主动
帮人购票、取票。不过，他的
这个“好心”却让自己吃到了
“恶果”。这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从桂林站派出所了解
到，近日，一名群众向该所民
警举报称，一名男子在桂林站
售票大厅里招揽生意，帮人买
票、取票，并收取一定的好处
费。该群众向民警提供的一段
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一
台自助取票机前，男子帮一名
男性旅客成功取票后，男性旅
客正在通过“扫一扫”的方
式，向男子支付好处费。

收到举报之后，民警很快
就在售票大厅外找到了这名男
子，此时，男子仍在四处招揽
旅客，民警于是上前将男子抓
获。

经调查，男子是灌阳县
人， 51 岁，事发当天他在车
站售票大厅内外游荡，是专门
寻找不太会使用自助售票机的
旅客以及买不到票的旅客，帮
他们取票或购票，并从中收取
好处费 10 元到 200 元不等，
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
此前，男子曾两度因为同样的
行为被派出所分别处以警告、
罚款 200 元。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民警决定再次给予男子行政拘
留 7 日的处罚。

帮人购票收“好处费”
男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