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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中国医院院长》

杂志“七学科”建设交流会在市中

医医院召开。当天，中国医院院长

管理杂志“七学科建设实践基地”

落户该院，宝鸡市中医医院脾胃

肝病科“刘志国工作站”挂牌。

当天的会议，由《中国医院

院长》杂志社主办，宝鸡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宝鸡市中医药管理局

承办，宝鸡市中医医院（宝鸡市骨

科医院、宝鸡市中医药研究所）协

办。会上，医院管理专家、《中国医

院院长》杂志社特聘教授连文胜，

针对医院各学科特点和发展现

状，以《无争战略 打造品牌科室》

为题，以独特的视角、前瞻性的思

维，就如何建设品牌科室，打造

“名科、名医、名药、名术”提出了

指导性意见。西京医院消化内镜

专家刘志国教授，以《胃早癌的白

光下发现》为题，围绕早癌筛查知

识进行了学术讲座，并进行了消

化内镜手术演示。

据悉，近年来，市中医医院大

力实施“名医、名科、名院”战略，

先后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唐都医院和交大一、二附院等多

家知名医院建立学科建设长效帮

扶机制；同时，购置4K腹腔镜、

脊柱及关节内镜等高端专业设

备助力学科建设发展。此次“七学

科”建设交流会的召开，将进一步

深化医联体和专科联盟建设，提

升医院重点专科内在品质，助推

医院高质量发展。

（孙晓梅）

问: 血标本采集需要注意什么？
答: 抽血进行生化指标检查时，

应在早餐前抽空腹血，尽量不要抽烟

喝酒，这样查出的结果较为准确，尤其

是检查肝功、血糖、血脂等项目，对于

空腹的要求更为严格，体检前尽量饮

食清淡，不要过于劳累。

问: 心电图检查前要注意什么？
答: 心电图检查前一般没有特

殊的要求。在检查前，患者最好穿宽

松的衣物，还要注意避免佩戴金属

配饰，同时在做心电图的过程中不

要过度紧张，这样会影响心电图检

查结果。

广福疏通 疏通专利号：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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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宝鸡监管分局批准，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金台支公司上马

营营销服务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市清姜支公司神农营销服务部、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市清姜支公司高家

镇营销服务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市清姜支公司清姜营业部、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岐山支公司自强路营销服务

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千阳支公司

南寨营销服务部 6 家机构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起予以撤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再以上

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撤销公告
陕西艺馨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宝鸡市惠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已于 2021 年 4 月 1 日

将应交付给你单位的 3471 个钛打火机提存于我处。请你

单位于 2026 年 4 月 1 日之前，持本通知书、身份证明（委

托代领请持委托书）、债权凭证等相关资料，到我处领取上

述物品。如在规定期限内不领取，我处将依据《提存公证规

则》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上述物品拍卖，所得价

款上缴国库。

联系电话 ：0917-3261451
宝鸡市公证处

2021 年 5 月 28 日

领取提存物公告

* 赵明亮丢失房屋所有权证，号

码为 ：009967。

* 李佳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

610323200604301623。

* 杨青明、谢书侠丢失房屋所有

权证，号码为：陕（2020）眉县不

动产权第 0003089 号。

* 王子琪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为 ：R610081117。

* 宝鸡市景荣丰商贸有限公

司丢失公章一枚，号码为 ：

6103030025292。

* 杜新腾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

610302199208180033。

* 李超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

610302195411174810。

* 陕西亿宝能实业有限公司丢失医

注销公告
宝鸡市银通工贸有

限责任公司申请注销，注

册号：610300200315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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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期不办，责任自负。

联系电话 ：

15891475166

13991764112
宝鸡市银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号码为：陕

宝食药监械经营许20180208号。

* 陕西亿宝能实业有限公司

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

J7930005558001。

* 陕西亿宝能实业有限公司丢失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号码为 ：陕宝食药监械经营

备 20180216 号。

* 吴军强、张星丢失陕西泰森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款收

据 两 张，号 码 为 ：0002587、

0002597。

* 陈振岐丢失残疾证，号码为 ：

61032119490328001643。

* 洪可豪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

码为 ：I610579169。

中共宝鸡市委  宝鸡市人民政府
关于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截至 2021 年 5 月 27 日 21 时，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涉及宝鸡市生态环境信访件 131 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第十二批）通报如下：

序
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涉及区县
及部门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处理处罚和问责情况
是否
办结

备
注

44

渭滨区清姜路时代大厦门口近期进行道
路改造，施工队将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在进出
小区的各个道路上，产生较大扬尘，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渭滨区
宝鸡高新开发区汇全机械工程租赁站在清姜路改造施工作业过程中，将部分道

牙石、道路施工废弃物料（混有少量垃圾）露天堆放在时代大厦门前进入姜园小区
的道路上。

属实

责令立即整改，处罚款 1000 元的行政
处罚。截至 5 月 19 日，露天堆放原料废料
已清理，简易房已拆除。对区城市管理执
法大队第四执法中队中队长予以提醒谈话。

已办结

47
金台区新福路宝鸡技师学院北侧东西路

长期有人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且垃圾
未覆盖，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金利苑二期南侧围墙外路段，现场倾倒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经过走访询问，

此路段为金台区金利苑后期修路预留位置，至今还未施工，垃圾多为过路群众经过
时随意丢弃。建筑垃圾为后期修建道路回填所堆放。

属实

生活垃圾已于5月21日中午清理完成，
并对地面进行了平整和覆盖绿网。建筑垃
圾及渣土已于 5月 21 日晚彻底清理完成。

对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第六执
法中队中队长、区金利苑筹建办主任、西
关街道办事处城管所负责人进行提醒谈话。

已办结

66
自 2020 年起村党支部书记王亮在眉县横

渠镇河滩村法汤公路东南侧 10 米处私自采挖
砂石，并用建筑垃圾填埋，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眉县

涉及两处地块被承包后多年来均处于荒芜状态，作为简易生活垃圾填埋点，未
发现建筑垃圾。第一处 2020年 3月进行了压实整治复垦，栽植了绿化苗木。第二处
2020年 7月采取了覆土压实措施，但仍对周围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带来一定影响。经多
方走访了解，未发现横渠镇河滩村党支部书记有非法采砂或参与采砂的问题。

属实

已对简易生活垃圾填埋点生活垃圾进
行了全部清理和覆土压实，原承包人栽植
了绿化苗木国槐。

对横渠镇河滩村分管自然资源工作副
主任予以诫勉谈话。

已办结

67

扶风县城关街道西关村刘家堡法门寺纸
厂，未通过环保验收私自开始 24 小时生产；
在三层的厂房楼上安装四个抽风机，且出风
口对着村子方向，造纸厂内及周围扬尘污染
较大，噪声扰民严重；将污水通过地下暗道
排放至纸厂东侧的河道内，其多次向扶风县
生态环境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扶风县

陕西法门寺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板纸一分厂 2016 年 9 月 12 日进行项目验收并取
得批复。该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2021 年 4 月 26 日开始调试设备 ,尚未到验收环节。

5月 21日监测结果显示，敏感点噪声监测值昼间与夜间均超出《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二类区标准。

该企业生产废水进入沉淀塔沉淀后回收利用，多余废水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处
置。经沿途核查板纸一分厂东侧至小韦河沿岸未发现有暗管设置。

属实

该企业已于 5 月 22 日停止生产，对 4
台风机噪声进行治理，采取降噪措施；目
前施工队已进驻厂区开始动工，沿厂界由
南向北 40 米崖上进行 6 米高夹心彩钢板工
程已经开始对底座进行混凝土浇筑，在 4
台风机出口原有的 5 米夹心彩钢板围墙再
加高 3米高的隔音墙。

阶段性
办结

68

自 2014 年开始，有人在陈仓区拓石镇拓
石村西河滩苹果产业园内开办鹅场，砍伐了
产业园内大部分果树，养殖过程中产生较大
刺鼻气味；该产业园内多个养殖场距渭河较
近，担心渭河水体受污染，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陈仓区

拓石村西河滩总面积 440 亩，由于苹果种植效益下降，果农把自家苹果树砍伐
后，采取土地流转形式，将果园地出租给养殖户开办养鹅场。养鹅场占地 55 亩，
其余地方仍种植苹果树及其他作物。

4 户养鹅场分别建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粪污处理设施健全，周围 500 米内无
其他村民居住。经核查，4 户养鹅棚均在拓石镇拓石村渭河河堤左岸 100 米以外，
不在西山段渭河保护防护区内。

部分
属实

职能部门将持续加强监管，帮助指导
养殖户切实做好粪污的有效利用和无害化、
清洁化处理工作，全部还田利用。

已办结

69

金台区行政大道东段三迪加州公园南侧
长期有人在此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并
建立停车场，导致公园绿化大面积被破坏，
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因三迪地产部分工地未完工，物业公司暂将该处设置为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

并设置围挡，围挡外面为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临时停车位与三迪加州公园中间隔
有一块地为三迪地产临时设置的育苗点，三迪加州公园绿化未发现被破坏。

属实

已将现场建筑垃圾集中清运完毕，并
对地面进行了平整和绿网覆盖；在路口等
明显位置设置禁止乱倒垃圾宣传条幅；对
辅道安排专人洒水降尘；加强日常巡查监
管，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停车场待规
划道路修建时予以取缔。

已办结

70
岐山县京当镇驸马庄村驸马庄中心小学

东侧有一养猪场长期产生刺鼻臭气，苍蝇乱
飞，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岐山县

该养猪场实际存栏数 26 头，猪舍占地 2 亩，采用简易塑料膜整体覆盖，雨水
收集后排到排水渠，圈舍污水排到化粪池，做到雨污分流。建有堆粪场（面积为12㎡）
和化粪池（容积为 23m³）各一处，符合防雨防渗漏的标准化建设要求。该养猪场
现场卫生较差，堆粪场有 4 ㎡猪粪堆积，化粪池内存有的 12m³ 尿液因清理粪污不
及时，导致现场有少量异味。

属实
养猪场化粪池内存有的尿液已全部抽

走运往眉县猕猴桃地做有机肥料，猪粪每
天由猪舍集中清理至堆粪场。

已办结

71
陈仓区建国路北方动力公司消失磨等

4-5 个车间未安装环保设备，将粉尘及有害
气体直接排放，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陈仓区
陕西北方动力有限责任公司铸铝车间、洛阳云川风能公司铸铁车间、热处理车

间、消失模车间均安装有废气处理设施，监督性监测显示VOC、颗粒物达标排放。
部分
属实

为进一步完善生产设备及污染防治设
施，铸铝车间、洛阳云川风能公司铸造废
气深度治理技术方案已经过评审并完成环
境影响评价登记，预计 10 月份完成。消失
模车间已于 4月 22 日自行关闭。

已办结

72

负责修建河堤的施工队将生活垃圾、建筑
垃圾及河堤上的土倾倒至金台区金陵湾至金河尚
居小区段金陵河河道内，主要为金陵湾小区二期
东侧金陵四桥附近，导致河床增高，基本已与警
戒线持平，存在安全隐患，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在群众所反映地点未发现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在南侧工地堆放沙石的西侧河
道边发现有水泥袋空袋；在河水中有 4 个直径 1 米、长约 0.5 米的废弃桥墩；在施
工工地临时出入口北环路边有拆除房屋后所堆放的建筑垃圾；在金陵河治理工程所
涉及施工段河道内堆放有高出河床 1米左右的大量有规则的工程渣土和沙石。

属实

工地内的水泥袋和河道内原有的废弃
水泥墩已清理；拆迁后所遗留的建筑垃圾
已全部清理。7 月底金陵河治理工程完成后
全部清理河道内临时堆放的沙石和渣土。

阶段性
办结

73
渭滨区姜谭路华旗商砼站每天 22:00 至

次日 06:00 生产噪声过大，严重影响附近居
民正常休息，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渭滨区
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和第三方监测机构对该企业夜间生产噪声监测报告，存在

间断性夜间生产，生产过程中产生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 55dB（A）排放限值要求。

属实
要求企业加强设备运维管理，进一步

采取降噪措施，确保噪声污染物达标排放，
切实履行好企业环保主体责任。

已办结

74

其反映的 49 号案件目前该店已在整改，
但该店铺即岐山县雍川镇 107 省道杨柳村段
鑫鑫人民公社搅团店在店后农田内挖深坑排
放餐饮污水已 3 年，其不清楚是否影响地下
水水质，已多次向县环保局反映无果，近期
向省督察组反映后才对该店进行整改，其认
为不合理，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岐山县

调阅2018-2020年经岐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水质检测评价报告表明，
该村水质均符合国家《生活饮水卫生标准》。举报人反映后，职能单位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8 日、5 月 11 日多次去现场进行核查协调处理。5 月 27 日监测报告显示，
该店铺四周水质监测因子的监测结果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
2017 表 1 中Ⅳ类标准限值的要求。

属实

坑内原有餐饮污水已清运处理，并对
土坑进行回填；购置容积为 1500 升储水罐
用于贮存餐饮废水，储水罐周边进行防渗
处理，定期清运餐饮废水。

已办结

75

千阳县草碧镇罗家店村附近八家陶瓷厂
白天排放白烟，据其了解该现象为店铺关闭
除尘器导致，且每天 20:00 开始排放黑烟，
存在刺鼻性气味，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千阳县

对反映的9户陶瓷企业通过突击检查和连续三天夜间随机检查，均未发现擅自停
运除尘器、脱硫塔等污染治理设施问题。现场调阅了各陶瓷企业大气污染源在线监测
3月份以来及开产以来的数据，主要污染物指标均符合陕西省《关中地区重点行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白天烟气观感正常，未发现冒黑烟现象。针对反映的刺鼻
性气味问题，通过现场检查及对周边环境巡查未闻到刺鼻性气味。

不属实

千阳县将督促相关部门履职尽责，加
大对陶瓷企业监督检查力度，强化企业日
常环境管理，不断提升治理水平，确保县
域生态环境安全。

已办结

76

投诉人于 2000 年在凤翔范家寨镇张家店
村枣子河建林厂，在距离林场 600 米处宏远
公司爆破场自 2020 年起每天爆破 6 次以上，
烟雾尘土较大，并造成山体滑坡和周围民房
受损，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陕西红旗鸿远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环评、安评、稳评、土地手续齐全。查阅
该公司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5 月的生产记录，生产的 201 天内日爆破次数为 6次
的有 6天，其余每天爆破 1-5 次不等。扬尘污染主要来源于爆破焊接工段，该公司
配备了洒水车及雾炮车，爆破场四周种植了植被，符合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现场
排查附近山体及周围民房，未发现有山体滑坡和周围民房受损迹象。

不属实

要求该企业加强管理，制订生产计划；
按照要求抑尘洒水并做好台账记录；加大
爆破场四周植物种植面积，维护好防爆土
堤、防震沟等防治措施，减少周围噪声影响；
定期检测各项安全设施，确保设施正常。

已办结

77
凤县坪坎镇坪坎村河滩内碾子坝电站不

定时开闸放水，因河道内污泥较多，放水后
造成河水变成污水，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县
当电站生产发电时，引水闸门打开后不再进行操作，只有在水电站运行检修时或

枯水期才会关闭闸门。该水电站因引水渠上方斜坡滑坡,正在覆土栽种绿植对坡面进
行加固处理。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部分泥土被冲入排水渠，流入河道，造成河水浑浊。

不属实
已对水电站斜坡覆土进行了加固，并

播撒草籽，栽植了绿化苗木。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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