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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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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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闸门·电动门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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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搬家·搬厂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18978385136

吉庆搬家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大车80元起
小车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18007877699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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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保证
质量否则双倍赔偿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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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车抽粪、清洗
管道13978344646

借 贷 担 保

抵押低息贷款18677395925

房 产 信 息

低售火车南站旁宾馆
适用于酒店，宾馆，办公，公寓，
住宅含地下室共8层共1235m2，
仅售3350元/m2 憎：15077356984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977338056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3977358532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遗 失 声 明

噪乔宇遗失临桂县临桂镇民健路万象
巷花溪明月轩6幢1单元7层13号房的房
地产预收款发票，发票号码：01244012，
发票代码：4500174350，声明作废。

噪恭城县恭城镇恒安机电设备
安装经营部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4503322009120，声明作废。

噪恭城县恭城镇恒安机电设备安装
经营部遗失陈义韶印银行印鉴章一
枚，编号：450332200912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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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晓东 文/摄）临
桂三中路一处污水井盖不断冒污，污
水直蔓延到机动车道近百米，而道路
上污水最深处已超过10厘米。由于路
段到处是污水，给附近居民和行人带
来了极大不便。

2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冒污
的一段路位于三中路南端，临近秧塘
路。记者虽然戴着口罩，仍能闻到一
股恶臭味。路面污水呈黑色，将 10 余
米宽的路面整个淹没。经目测，污水
淹没路段长度有近百米。积水不仅淹
没机动车道，而且靠西侧的临桂三中
围墙外侧的人行道也满是积水。记者
发现，污水来源于临桂三中外墙外的
一处污水井。当时，污水井盖处还在
不断冒污水。

由于路段积水，一些骑电单车以
及三轮车的市民途经此处时纷纷改
道。此外，记者发现冒污点不止一
处，临桂三中大门附近的致远路一处
路边停车位的污水井也在冒污，但没
有三中路严重。

据三中路一个汽车维修部的经营
者介绍，这段路积水有很长时间了，
遇雨天就积水，晴天就好了。由于冒
污路段附近有临桂三中和麓湖小学，
附近小区很多居民接送学生需要经过

这条路。
随后，记者联系了临桂区市政管

理所。该所负责人介绍，由于整个临
桂城区所有的污水管网都是汇集在三
中路，然后再输送到山枣村提升泵
站，污水由该提升泵站抽到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因提升泵站日处理污水
能力只有六万吨，而临桂每天的污水
量达到了七八万吨，尤其是下雨时，
加上进入污水管的地表水，每日污水
量就更大，导致污水处理厂一直是超
负荷运行。这样，处理不完的污水就
会在三中路汇集，而冒污处位置又是
整个三中路的地势最低处。为此，处
理不完的污水就会在这里形成倒灌。

“污水管是没有问题的，三中路的
污水管也是整个城区最大的，口径达到
了 1 . 35 米。”该负责人介绍，就是由于
目前临桂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所以导
致了这种状况。目前，他们经过讨论后
采取了应急措施，就是在三中路先安装
一台日处理 1000 吨污水应急处理设
备，将污水净化后排放到雨水管道。现
在，采购的设备还在路上。

不过，该负责人表示，要最终解
决问题还要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目
前，新建污水处理厂已经在做前期工
作了。

本报讯（记者莫俊 通讯员覃
菊凤）近日，男子陈某因着急去接
朋友驾车上路，行驶至荔浦市滨江
路时被交警拦下，进而被查出无证
驾驶。就在此时，陈某的第一反应
不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给执勤
民警塞钱，希望能被放过。

3月27日晚，荔浦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大队在辖区滨江路蓝海酒店
路段执勤点开展夜查行动时，一辆
车牌为桂C号牌的小车进入执勤民
警视线，民警随即示意驾驶员靠边
停车接受检查。在民警要求驾驶员
出示车辆行驶证和驾驶证时，驾驶
员迟迟不肯提供相关证件，还多次

向民警求情说，“不要处理了，我
多给你一点钱，通融一下。”企图
贿赂民警，但被民警当场拒绝。

民警经进一步核实发现，驾驶
员陈某属于无证驾驶。经询问了
解，陈某是一名“老司机”，经常
驾车出行，并自认为有驾驶证的司
机都没有他开车“溜”，他只是因
多次考科目一都不合格，所以一直
无法拿到驾驶证。

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教育后，依法对其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
款 1500 元，扣留机动车辆。

污水倒灌 临桂三中路变“臭水河”
临桂区市政管理所：污水处理能力跟不上导致 正采取措施解决

无证驾驶被查
竟想贿赂民警

本报讯（记者周子琪 通讯员
梁祖岳 邓琴芬）近日，荔浦市杜
莫镇三保村马六屯的居民钟明琼正
用新安装的自来水管洗菜，清澈的
自来水从水管中流淌出来，钟明琼
的脸上也笑开了花。

原来在前段时间，荔浦城区至
杜莫集镇供水工程正式接驳完成，
开始正常供水。这个为期近一年的
供水工程惠及杜莫社区、三保村、
寨村、张村及周边 1 . 5 万多名群众
饮水问题。

“每到用水高峰期，供水量不
够，经常停水，生活很不方便。”
“一到下雨天，水特别浑浊。”
“这水根本不能喝，只能出去买桶
装水了。”杜莫镇的居民们对记者
说起以前家里的用水情况。

杜莫镇历来是荔浦市受干旱影
响最严重的乡镇，镇内没有较大的
河流通过，全镇的人畜饮水和农业
生产用水仅靠镇内的五座小二型水
库供给。镇里的供水厂建于2002
年，由于设备老化严重无法修复，

当时供水厂设计的供水总容量也较
小。随着城镇化发展，人口不断增
长，供水站的供水能力已不能满足
居民正常生活用水需求。

去年年初，杜莫镇人大代表们
在走访基层群众时得知情况后，及
时召集大家共同商议这个棘手的民
生问题，筹备向市人大提出相关议
案。

在荔浦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上，杜莫镇代表团慎重地向大会提
出《关于解决杜莫镇集镇及周边群
众安全饮用水问题的建议》的议
案，引起了市人大领导的高度重
视，及时组织有关人员到杜莫镇召
开座谈会，实地调查研究。

方案出来后，经过多方努力和
将近一年的紧张施工，目前，从荔
浦城区供水管网引水到杜莫镇的项
目进入供水试运行阶段，人大代表
们的建议落地开花。该项工程对杜
莫镇夯实基础建设、助力脱贫攻
坚、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有着重要的
意义。

荔浦杜莫镇1 .5万多名群众

告别“饮水难”

 2 日上午，临桂
三中路的临桂三中围墙
外一处污水井在冒污。

 2 日上午，一辆
汽车在污水路段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