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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区直、中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严防疫情输入传
播扩散蔓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加强境外返桂来桂人员
管理

所有境外返桂来桂人员一律
实行“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2次核酸检
测+1次血清抗体检测”的管控措
施。

（一）从区内口岸入境返桂
来桂人员。由口岸所在地设区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组织实施“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次核酸检测+
1次血清抗体检测”的管控措施。
对集中隔离期满经医学检查无异
常人员，由集中隔离点为其办理
相关解除隔离手续，并根据入境
人员目的地分类处置：

1．目的地为集中隔离点所在
设区市人员。采取“手递手”方
式，移交所属社区（村）监督其
实施14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2．目的地为广西区内其他设
区 市 人 员 。 移 交 所 属 市 、 县
（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由
目的地社区（村）监督其实施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3．目的地为广西区外的人
员。及时向其目的地省份推送相
关信息，确保一个不漏，闭环管
理。

（二）从区外口岸入境返桂
来桂人员。近14天内从区外口岸
入境返桂来桂人员要主动向目的
地社区（村）和单位申报相关信
息，由社区（村）核实其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血清抗
体检测等相关信息，如未能提供
有效证明的，一律补齐“14天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2次核酸检测+1次血清抗
体检测”的管控措施；在完成区
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后返桂
来桂的，需再进行“14天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2次核酸检测+1次血
清抗体检测”，确保不漏一人。

二、加强湖北省和武汉市返
桂来桂人员管理

继续按照自治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印发
的《湖北省（除武汉市外）返桂
来桂人员健康管理操作指南》
（桂新冠防指〔2020〕105号）和
《关于做好武汉市返桂来桂人员
健康管理服务的紧急通知》（桂
新冠防指〔 2020 〕 122 号）执
行。

三、加强从重点地区返桂来
桂人员管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
市，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抚顺
市顺城区，山东省胶州市，广东
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深圳
市宝安区、惠来县，北京朝阳区
等地区，目前为疫情风险等级
中、高风险地区，凡是14天内有
上述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须持有
当地健康绿码和7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结果证明方能入桂。要主动如
实向目的地社区（村）和单位报
告旅居史及健康状况，纳入社区
管理，如隐瞒不报的要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对于已经入桂未满14
天人员，在区外未做核酸检测
的，由所在县（市、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组织补做1次核酸检测，
检测费用自理；核酸检测结果阳
性的，及时转送定点医疗机构诊
治；检测结果阴性的，实施自我
健康状况监测14天，加强个人防
护，除必要的工作和生活外不外
出，外出必须戴口罩，不聚餐、
不聚集；如出现发热、干咳、乏
力等异常状况，要及时到定点医
疗机构诊治。

四、严格落实日排查日报告
制度

各地要加强对从境外或湖北
省等国内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
地区返桂来桂人员的排查报告、
健康监测等工作，严格落实日排
查日报告制度。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
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2020年4月19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紧急通知

境外返桂来桂人员
一律实行28天隔离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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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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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服务：18378328573 18378328560 地址：桂林日报社一楼大厅 咨询：2851488 编辑：281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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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搬厂

搬家
搬厂好日子搬家1897838513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椅子18007877699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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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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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卷闸门·电动门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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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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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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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13152599266

遗 失 声 明
噪石林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
301920，声明作废。

石油六公司门面招租
石油六公司天桥两侧有6间门面出租，出租面积共187 . 94平方米。
1、报名时间：2020年4月20日至2020年4月30日(工作日9点-11点，15
点-17点)。2、报名地点：石油六公司房产租赁部(A区37栋一楼)
3、联系方式：联系人：冯穗斌 联系电话：5884500

邮箱：552176274@qq.com

租 转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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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柳州市民覃女士在微信群团购
尿片和奶粉，但是向自称为厂家代理商的
微名为“小宝宝用品（招代理）”（下称
“代理”）的微友付款后，对方迟迟不发
货。覃女士要求退钱，她也一拖再拖。面
对覃的催促，她还威胁：我有你家地址。
覃发现，和她在群里有相同遭遇的共20多
名女子，涉及金额1 .29万多元。

● 20 多人转款 1.29 万元

“ 3 月 29 日下午，我分三次转钱给
对方，一共转了 1260 元。”覃女士告诉
记者，但是直到 4 月 18 日，仍没有收到
货。

期间，见没收到货，覃便联系对方退
钱。对方总是一拖再拖，被催得紧了，就
威胁：我有你家地址！

覃称，之前，她听熟识的女子小余
说，自己曾跟“代理”买过尿片，便宜又
好用。听说最近有团购活动，覃就让小余
把“代理”推荐给她，把她拉进微信群。

群里都是新产妇，对尿片和奶粉的需
求急切。而“代理”推出的优惠很诱人，
比如市面价1897元得六罐的某奶粉，团购
只要1180元；市面价88元/包的尿片，团
购只要50元左右。她们纷纷接龙团购。

覃介绍，本次有20多名产妇向“代
理”转款，共支付了1 . 29万多元。结果，
大家都遭遇与她相同的情况——— 收不到
货，退不到钱，还被威胁。

●“神秘”的卖家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个“代理”除
了一个微信号，既没有电话号码，也不知
道是哪里人。大家只有给她转款的微信账
号或支付宝账号。

向大家推荐“代理”的女子小余告诉
记者，她在另一个“宝妈群”里认识了一
个微信名叫“珍贵儿霸道女王”（下称
“霸道”）的女子，这个“霸道”常在群
里推荐尿片和奶粉，并向大家推荐了其朋

友的朋友“代理”。
小余说，她跟“代理”买过东西，也

收到过货，但没想到这次出现了这种情
况。为此，她找到“霸道”询问情况，但
对方称也是受害者，买的尿片三个月都不
到货。“霸道”还说，自己也没有“代
理”的联系方式。

但有群友发现，“霸道”、“代理”
和“倪娜”（“代理”发给她们的支付宝
账户）让她们付款时，所给的微信账号、
支付宝账号，真实姓名一栏均为“某
媛”，疑为同一个人。

●一人分饰两角色？

4月18日下午，记者通过覃女士提供
的手机号，联系上“霸道”。

“霸道”表示，她正是某媛，她是通
过朋友认识“代理”的，但没有其电话。

“霸道”还解释，收款的微信、支付
宝账号都是她的，是因为“代理”称没有
支付宝账号，所以让她帮收款后，再通过
微信转给“代理”。

不过，记者希望“霸道”能提供与
“代理”相识的朋友的电话时，她拒绝
了。

女子小余认为，“霸道”、“代理”
可能是同一个人开的两个微信号，大号装
好人，跟她们套近乎；小号卖东西。

经此遭遇，覃女士她们认为受骗了，
于4月16日下午赶到柳江区城东派出所报
案。由于涉及货物交易，民警建议她们先
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来到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覃等人
介绍了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消费
者申诉举报须知》规定，消费者举报，应
当说明被举报者的名称、地址、物品、本
人联系方式等，而覃等人无法提供对方的
任何信息，他们根本无从下手。这种情
况，只能让公安部门出面。

随后，覃等人到城东派出所登记备
案。警方表示，待她们收集好相关材料送
来，再做进一步调查。据《南国今报》

收不到货 退不到钱 还挨威胁
20多名女子微信群团购尿片和奶粉

共转款1.29万元 却摊上烦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