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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为有效遏制欺诈、冒领养老保险待遇行为，维

护养老保险基金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现就宝鸡市企业退休人员开

展 2020 年度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认证范围

由宝鸡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按月

发放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1. 退休（退职）人员；2. 领取省级财政补助

的两参内退人员。

二、认证时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三、认证方式

1. 通过“陕西养老保险”APP 自助认证；2.

通过支付宝的电子社保卡相关功能完成认证；3.

在配置认证一体机的养老金代发银行进行认证（网

点名单附后）；4. 确有困难无法通过以上方式认证

的，可联系退休人员所在单位或就近县区养老保险

经办机构协助认证。

四、特别提示　

逾期未进行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的退休

人员，从 2020 年 11 月起，暂停发放养老保险待遇。

待认证后，办理恢复并补发待遇。

咨询电话：

宝鸡市养老保险经办处      0917-3901822  

                               3901833

渭滨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3632018

金台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3153861

陈仓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6213164

凤翔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7281767

岐山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8214311

扶风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5227099

眉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5548558

千阳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4241060

陇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4601467

太白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4951056

麟游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7962115

凤县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4762410

高新区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3205788

蔡家坡养老保险经办中心    0917-8599500

宝鸡市养老保险经办处
关于2020年度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有关事项的通告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邮储银行

邮储银行经二路支行 宝鸡市文化路 21 号茂丰大厦一楼

邮储银行宝钛支行 宝鸡市高新大道 181 号

邮储银行眉县支行 眉县七道巷北口恒兴君逸大厦一楼

邮储银行扶风城关支行 扶风县县城东大街 17 号

邮储银行岐山支行 岐山县城北大街 12 号

邮储银行蔡家坡营业部 蔡家坡开发区建国路美食娱乐城一楼

邮储银行凤翔东大街支行 凤翔县城关镇东大街 22 号

邮储银行陈仓营业部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中街

邮政局

渭滨经二路中段营业所 宝鸡市渭滨区经二路 92 号

渭滨姜城堡营业所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东二路 1号

陈仓南环路邮政营业所 宝鸡市陈仓区南环路 8号（南堡菜市场对面）

凤翔县雍兴路营业所 宝鸡市凤翔县雍兴路 5号

陇县城关营业所 宝鸡市陇县城关镇东大街 4号

千阳什坊街营业所 宝鸡市千阳县华御金座一楼东侧

麟游县南大街营业所 宝鸡市麟游县城南大街 1号

凤县双石铺营业所 宝鸡市凤县双石铺镇艾黎路 1号

太白县东大街营业所 宝鸡市太白县东大街 28 号

农行
金台区支行营业部 中山西路 171 号（解放电影院斜对面）

人民街分理处 中山东路 85 号（16 路公交调度站）

农行

网点名称 网点地址

陈仓分理处 宏文路 194 号（斗鸡十字路口西北角）

益门分理处 清姜路副 35 号（东一路路口）

金渭支行营业部 渭滨区经二路南 165 号

河滨分理处 金台大道 12 号

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峪泉路 65 号

宝光分理处 西宝路 53 号

千渭星城分理处 陈仓大道千渭星城步行街A 区

建行

建设银行经二路支行 陕西省宝鸡市经二路 155 号

建设银行宝成支行 宝鸡市清姜路 70 号

建设银行瑞丰上城支行 宝鸡市大庆路 80 号瑞丰上城小区 2号楼

建设银行宝光路支行 宝鸡市石坝河宝光路 7号

建设银行康福路支行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大道 38 号万润国际 B座一层

建设银行陈仓区支行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南环路佳苑新城 1 号楼

建设银行扶风县支行 陕西省扶风县城东大街莲花广场

中行

中国银行宝鸡分行营业部 火炬路 1号

中国银行宝鸡陈仓园支行 陈仓园家美佳超市西侧

中国银行宝鸡金台大道支行 金台大道金融广场A座 01 号

陕西信合
金台联社营业部 宝鸡市金台区大庆路 86 号

金台联社长寿信用社 宝鸡市金台区中山西路 50 号

新福园店:3153800    火炬路店:2605588    宝光路店:3551866    陈仓园店:2661122

高新店:3551168      炎帝园店:2636018    上马营店:3655660    三迪店:3130616

清姜店:3611510      凤翔店:8922000      石油店:3207755      陇县店:2906899

陈仓店:6237900      眉县店:2965995      大庆路店:2762160    太白路店:3312693

中山路店:3355185    高新宝钛店:2609569  携程高新四路店：3538989

水韵江南店:3205115  宝职院门店:3474881    高新六路店:3857689

蔡家坡家美佳店:8552266   经二路新康诚:3806618

岐山体育场店:2613255     扶风西府古镇店:5212066

新建路店:3319617         去哪儿高新五路店:3267888

去哪儿百翠园店：3359088  去哪儿渭工路店：3331666

海南双飞六日游------------------2990元

昆大丽双飞六日游----------------3480元

贵州双飞五日游------------天天发  1880元

厦门双飞五日游-----------1月21日  3060元

桂林双飞五日游-------1月11日-15日  2380元

芽庄五晚六日游----------1月16日/18日  2680元

土耳其全景十日游------------1月17日  4999元

越南下龙湾河内安子山六日游---1月19日/20日  3280元

迪拜四晚六日游-------------1月20日  5999元

巴厘岛六晚八日游------------1月17日  7780元

挂 失

公 告 专 栏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根据《融资担保公司监督
管理条例》、《融资担保业务经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和陕西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关于全省融
资担保行业清理整顿和换发新
证的通知》（陕金发〔2019〕19 号）
等有关政策法规规定，拟对我
市四家融资担保机构换发新的

融资担保业务经营许可证。现
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请社会各界监督，公示期间无
异议的，将依程序为其换发新
的经营许可证。

电话：0917-3262302
宝鸡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9 日

机构名称 审核意见

宝鸡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予以换证

宝鸡宏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予以换证

宝鸡银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予以换证

宝鸡市恒泰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予以换证

1. 宝鸡豪盛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余额：15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6.10.9

至 2017.10.08，担保方式：陕西棓煜兴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154.65 亩土

地抵押（太国用 2015 第 10 号），借款合同

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50 号，担保方

合同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50-2 号。

2. 宝鸡豪盛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贷款余额：8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8.03.30

至 2019.03.30，担保方式：四川阆中煜群

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

陕西棓煜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

证，借款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字第

044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

字第 044-1 号。

3. 宝鸡左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贷款

余额：10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6.12.01

至 2017.11.23，担保方式：陕西棓煜兴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154.65 亩土

地第一顺位抵押（太国用 2015 第 10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68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68-2 号。

4. 宝鸡左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贷款

余额：5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7.12.13 至

2018.12.13，担保方式：四川阆中煜群农

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陕

西棓煜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借款合同编号：2017 年高新贷字第 071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7 年高新贷字第

071-1 号。

5. 宝鸡左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贷

款余额：3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8.09.27

至 2019.09.27，担保方式：四川阆中煜

群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责任保

证；借款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字第

103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

字第 103 号。

6. 宝鸡市宝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贷

款余额：3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7.03.17

至 2017.12.21，担保方式：陕西棓煜兴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154.65 亩土

地第二顺位抵押（太国用 2015 第 10 号），

借款合同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74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6 年高新贷字第

074-2 号。

7. 宝鸡市宝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贷

款余额：800 万元，起止日期 2018.09.11

至 2019.09.11，担保方式：宝鸡市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连带责任保证；陕西

棓煜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借款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字第 090

号，担保方合同编号：2018 年高新贷字第

090-1 号。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高新支行与宝鸡市
新东方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高新

支行（以下简称长安银行宝鸡高新支行）

与宝鸡市新东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东方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长安

银行宝鸡高新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新东方公司，长安银行

宝鸡高新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借款

人、担保人等相关主体）。

新东方公司作为本次公告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借款人、担保

人等相关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新东

方公司（联系电话 0917-3320916）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2020 年 1 月 9 日

债权公告清单

* 高 志 祥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2197809264532。

* 宝鸡市航空模型运动协会丢失公章

一枚，号码为：6103040023917。

* 宝 鸡 市 富 德 鑫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丢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码 为：

J7933000663101。

* 唐 学 香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3197002062020。

* 曹 文 卓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码 为：

610303199211301621。

陕西旌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拟减少注册资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103037941398718，原注册
资本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壹佰万元。请有关债权、债

务人于此公告见报日起四十五日内
前来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917-3432532
陕西旌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9 日

* 郭雅婷丢失宝鸡高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原购房发票一张，号码

为：0015502。

* 张亚萍丢失营业执照副本，号码

为：92610303MA6XA2XE20。

* 陕西森蜂宝药业有限公司丢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号码为：

6103280019979。

* 陕西森蜂宝药业有限公司丢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

* 宝鸡市金台区玉琴熟食店丢失

小作坊加工证明细表，号码为：

XZF61030320170012。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运管处

获悉，2019 年是我市网约车的市场

规范过渡期，经过一年来的规范引

导，我市将网约车正式纳入规范化管

理范畴。

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宝鸡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

细则（暂行）》（以下简称《细则》）正式

施行。《细则》对网约出租车的规范管

理进行了明确规定：首先是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平台企业要取得经营许可；

其次是网约车的驾驶员需向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申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三是网约出租车辆要办理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细则》

规定网约车的车型必须是 7 座以下、

排气量不小于 1.6 升、轴距 2650 毫米

以上的载客汽车,且车龄在3年以内。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在

满足以上条件之外，续航里程要分别

达到 100 公里和 300 公里以上。

一年来，市运管处多措并举，积

极推进网约车合规化进程，按照规定

程序和条件，先后许可网约车平台公

司 3 户，开办网约车驾驶员培训班 29

期，培训考核合格发放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证 2184 人，已办理核发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280 辆。同时

督促网约车平台公司先后清理了外地

牌照车辆 7639 辆，清理不符合规定标

准车辆 19054 辆，累计清理不合规车

辆 26693 辆，网约车规范管理工作取

得明显进展。

近日，市运管处出租汽车管理所

与高新交警大队密切配合，在宝鸡南

站开展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市场秩序

规范治理活动，现场查处不合规网约

车 7 辆。下一步市运管处将按照《细

则》相关标准要求，加大市场监管力

度，守好安全运营底线，为市民提供高

质量的出行环境保障。     

            本报记者 魏薇

我市网约车正式纳入规范化管理市养老保险经办处推出便民新举措——

5秒完成养老金资格认证

凝心聚力谋发展  服务群众解难题 运政
之窗

本报讯 1 月 6 日，记者在宝鸡市

民中心养老保险经办处大厅看到，一

位老人把身份证放在一个装置上，面

对屏幕，系统自动获取老人头像，语音

提示：“您已通过资格认证。”整个过

程仅 5 秒。这是我市养老保险机构新

添的自助智能认证系统，目前已在全

市 5 家银行 30 多个网点设置。

这种认证系统操作简单、效率高，

可以随着人的移动即时获取人像，并

配合身份证进行领取养老金资格认

证，特别适合

那些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

年人。这一系

统已在中行、

建行、农行、邮储银行、陕西信合部分

营业网点启用，企业退休人员在银行

支取养老金时，即可完成当年的认证。

目前，全市企业退休人员进行领取养

老金资格认证有 6 种方式，除新推出

的智能认证系统外，还可以在手机上

下载陕西养老保险APP 自助认证，在

支付宝“城市服务——社保”栏自助认

证，在全市 15 个便民服务中心自助认

证柜机上认证，在便民服务中心养老

经办柜台人工认证，通过以上方式无

法完成认证的退休人员，可联系退休

前所在单位办理认证。

据了解，近年来，宝鸡市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工作在实现制度和人群全

覆盖的基础上，针对群众缴费、领取养

老金、认证、查询中存在的难点、堵点，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化改革、创新服务，不断推出便民

举措，有效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
本报记者 刁江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