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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见到陈华的第一

印象，可能会觉得她朴实无

华。但如果了解她的科研履历

后，就会对她肃然起敬。在陕

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工作 25 年来，她获得 6 项

专利，夺得陕西省职工优秀科

技创新成果发明创造类金奖，

获得了国防科技进步二等奖、

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等。一个

个荣誉的背后，是她夜以继日

对科研工作的满腔热情和不

懈奋斗。

陈华的父母是“三线”建

设时期来到宝鸡的，受父母影

响，陈华从小就觉得，一定要

做能够报效国家的事情才不

枉此生。1996 年，她从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陕

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产品开发部，从事军工电子

装备的电路设计、雷达信号处

理、整机总体设计工作。科研

工作是枯燥的，需要持之以恒

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但这个

过程中，陈华始终没有想过放

弃。陈华承担着国家多项重点

型号工程新装备的研发任务，

技术要求高难点多，为此，她

放弃了很多休息时间，凭借着

顽强的毅力和创新的思维，终

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完成了

产品的研制及鉴定。陈华在科

研工作中不断攻克一个又一

个难题，作为室组负责人，她

不忘带动室组成员共同进步，

发挥传帮带作用，定期为大家

讲解专业知识、传授技术经

验，提高年轻人的业务能力。

陈华说：“我不追求什么物质

享受，只想把更多时间用在科

研工作上。”

第四届西秦刺绣香包节开幕
本报讯 6 月 4 日上午，第四

届西秦刺绣文化旅游香包节在金

台区西府老街开幕，市政协副主

席张望参加活动。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乡村振兴局、市妇女联合

会，千阳县委、县政府主办，以“发

展刺绣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

题，对 2021 年千阳县西秦刺绣香

包民俗工艺大赛获奖艺人、2020

年度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单位、优

秀工坊和优秀传习所、全国非遗

扶贫品牌行动项目奖等进行表彰

奖励，以进一步提升西秦刺绣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持续增加群众

收入。

馥郁芳香的香包、手环，栩栩

如生的虎头枕、虎头鞋……香包节

展出了千阳县 21 个刺绣合作社的

30 多万件刺绣作品，绣娘们还别出

心裁地将“不忘初心”等内容绣在

香包上，使人们在欣赏非遗产品、

感受民俗文化的同时受到教育。

据悉，此次活动将持续 3 天，

除了香包展销外，千阳县人民剧

团每天上午 10 时至 12 时、晚 6 时

到 8 时还将在西府老街进行文艺

演出。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党史问答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本报特开设

“党史问答台”，敬请关注。

扫二维码学党史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

公告
专栏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宝鸡市陈仓区中医医院申请在陈

仓大道以南、本单位院内现状住院楼

以东规划建设内科综合楼及配套用

房。新建内科综合楼一栋，15 层，配

套用房 4 层，总建筑面积 38044.68

平方米。经审查，该项目规划的容积

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日照、停车

位等指标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宝鸡市陈仓区中医医院内科综合

楼总平面规划图已经我局初步审定，

现将该总平面规划图予以公示，征求

相关利害人的意见。

相关利害人对该总平面规划如有

意见和建议，请以书面或者电话形式

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详细

内容请在项目现场或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查看）

公示地点：项目现场、宝鸡日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公示日期：自发布之日起十日止

联系人：付淑君 

联系电话：3260255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6 月 5 日

陈仓区中医医院内科综合楼规划公示 * 李柯萱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J610022521。

* 扶风县城关镇苟家庙小学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4000099501。

* 扶风县绛帐镇双庙小学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4000079901。

* 扶风县城关镇四家堡小学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4000086201。

* 付伟豪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2199611050538。

* 陕西美盛芬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丢失公章一枚。

*陕西德康寿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丢失公章一枚。

*成骏熠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O610600932。

* 王宏科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7105273015。

* 谭梦洁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J610231995。

* 王心怡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P610025801。

* 张语菲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T610372713。

注销公告
宝鸡市泉海商贸有限公司申请注销，注

册号：610301100015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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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59773853
宝鸡市泉海商贸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5 日

尊敬的如园城市运动公园小区业主：

我公司已将各业主未及时交纳的房屋

维修资金垫付，现将如园城市运动公园一

期办理房本事宜通知如下：

1. 请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业主

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到如园城市运动公

园售楼部提交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所需

的资料并交纳相关费用。

2. 若未能按上述期限办理相关手续

的，逾期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的责任及

后果由各业主承担。

特此公告

陕西恒一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5 日

公  告

“每周一次党史课”开讲——

我市举办第十二场报告会
本 报 讯 6 月 4 日下午，我

市举行第十二场“每周一次党史

课”宣讲报告会。本次报告会由

渭滨区委承办，邀请渭滨区委宣

讲团成员、渭滨区委党校高级讲

师王秀琴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解读 ；缅怀

宝天英烈牢记初心使命》的专题

讲座。

王秀琴从党的十四大召开的

历史背景、大会概况、历史贡献以

及党的十五大的报告结构、报告

内容、报告评价等方面，全面系统

解读了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精神。

随后，她又从宝天铁路的重要位

置、宝天铁路的重建以及宝天英

烈的丰功伟绩三个方面，为大家

解读了缅怀宝天英烈、牢记初心

使命的重要意义。聆听报告的干

部们表示收获很大，将扎实学习

党史，汲取奋进力量，在岗位上作

贡献。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形式举

行，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

地震局、市地志办以及金台区的

干部代表共 100 余人在主会场参

加报告会，各县区设分会场，全市

共 1000 余人聆听了报告。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市委组织部  市委党史研究室  宝鸡日报社联办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弘扬延安整风精神  扎实推进教育整顿
全市政法队伍政治轮训暨第 92 期“宝鸡大讲坛”举行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全市

政法队伍政治轮训暨第 92 期“宝

鸡大讲坛”举行。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政治学博

士郭建明为我市广大政法干警作

了精彩的讲授。

本期政治轮训是全市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的一项

重要内容。郭建明以《延安整风与

党的作风建设》为题，从延安整风

的背景原因、主要内容、基本方针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解读，阐明了

“延安整风精神”对当前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的深远意义。

会议要求全市政法机关要积

极传承延安整风精神，强化思想

淬炼，筑牢政治忠诚，整治顽瘴痼

疾，实现政法队伍风清气正。要弘

扬延安整风精神，自觉对标中央

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坚持时间

服从质量，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走深走实。扎实做好安保维稳

各项工作，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次政治轮训以视频会议形

式举行，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政法

委、市级政法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县

级干部、内设机构负责同志和政法

干警代表在主会场参加培训。

本报记者 杨青

坚 持 不 懈 加 强 政 法 队 伍 建 设
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我市启动白内障筛查治疗公益活动——

1500名白内障患者将免费手术

本 报 讯 6 月 4 日，市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在市社

会福利院举行白内障筛查

治疗公益活动。今年我市将

为 1500 名符合条件的白内

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

即日起，凡是家庭困难且有

意愿免费接受白内障手术

的我市群众，可以在辖区的

残联组织或者市残疾人福

利基金会报名。

今年 6月 6日是第 26

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关

注普遍的眼健康”，重点关注

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群体，

全方位科普近视、白内障、眼

底病等眼病防治（控）知识。

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高度关

注市民身体健康，开展“双千

工程”项目，每年购买 1000

辆轮椅，免费赠送肢体残疾

人，使他们能够走出家门，融

入社会；每年免费进行1000

例白内障复明手术，使患者

能够重见光明，还争取了“彭

年光明行动”项目，每年为

5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

复明手术。项目实施以来，共

帮助1.5万名白内障患者重

见光明，赢得了社会的广泛

赞誉。

当天，来自西安医学院

附属宝鸡医院的医护人员，

为市社会福利院的 100 余

名老人进行了义诊和白内

障筛查（见左图），也拉开了

今年“双千工程”的筛查序

幕，全市各县区将全面开展

复明手术。 本报记者 孙海

百姓
注关

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
宝鸡市首届“最美科技工作者”风采

作为市中心医院肝胆胰

脾外科一科主任医师，祁军

安是该院唯一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高

层次“特支计划”区域发展人

才、陕西省优秀医生……但

对祁军安来说，所有的奖杯

都不如患者的口碑。

从医 21 年来，祁军安

一直在市中心医院从事腹腔

镜微创外科、肝胆胰脾外科

临床及科研教学工作，每年

接诊、会诊患者 4000 人次，

每年主刀完成三、四级手术

400人次，精湛的医术使他在

患者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有一次，从甘肃灵台县转院

过来一位女病人，因为患者

外伤致肝脏破裂，祁军安会

诊后当机立断，急诊手术抢

救，由于抢救精准及时，成功

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没想到，

这位患者在一年之后来到医

院，对祁军安表示感谢，说自

己身体恢复不错，已经准备

要二胎了。看到病人生活恢

复如初，祁军安欣慰不已，也

再一次明白了这份工作的意

义所在。

工作越久，祁军安面对

生命和手术刀越发敬畏。他

说医生的决策和技术，有时

可以挽救一个甚至多个家

庭，必须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多年

来，他始终坚持学习，如今

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的在读博士。他还一直在

临床工作中积极总结探索

创新，多次担任院前急救任

务，主动要求赴西藏阿里地

区改则县卫生服务中心开

展帮扶工作，在“非典”、新

冠肺炎等疫情防控特殊时

期，更是用医者力量守护患

者健康。

陈华 ：

把更多时间用在科研工作上
本报记者 周淑丽

祁军安 ：

所有奖杯都不如患者的口碑
本报记者 周淑丽

（ 上 接 第 一 版 ）及时消除隐

患。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

采用高科技手段作弊、利用网

络收集发布出售试题等涉嫌

泄密、发布虚假信息等违法犯

罪活动。

公安机关还创新保障措

施、优化服务举措，对考前加

急办理居民身份证的考生开

辟 绿 色 通 道，实 行“ 预 约 办

理、优先受理”。高考期间，交

警部门将在严格路面管控、

预防交通拥堵的同时，对发

生轻微交通违章的有关高考

保障工作和接送考生的车辆

采取先登记放行、后依法处

理的办法。

城管执法部门
开启高考“静音模式”

我市城管执法部门重点对

考点周围及居民小区的娱乐场

所、建筑工地等在考前进行集

中清理整顿，争取从源头消除

噪音。加强校园周边的市容保

障，严禁高音喇叭叫卖，对夜间

临时占道经营户督促减少营业

时间，劝导顾客文明就餐、不大

声喧哗，保证考点及居民小区

的环境安静。

目前，全市 20 多个部门

和单位统筹协作、快速行动，全

面细致做好高考期间的安全保

障、交通管制、噪音整治、水电

供应、卫生防疫等环境综合治

理和服务工作，确保实现平安

高考目标，向全市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记者 金鑫

全市高考准备工作就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