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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专栏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近期，宝鸡市郭家崖旧城改造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向我局报来郭家崖村棚户区改造

工程 24#-27# 住宅单体方案。建设单位因

户型优化调整变更 24#-27# 单体报建方

案，经建设单位申请，我局基于以上事实对

本次报建 24#-27# 单体方案在满足总图

指标上限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变更，变更后的

单体方案详细内容及日照情况公示如下：

24# 住宅楼：剪力墙结构地上 28 层，

地下 2 层，长 70.35m，宽 16.65m，高 86m

（含女儿墙1.8m），地上建筑面积为26375.3㎡。

25# 住宅楼：剪力墙结构地上 26 层，地下

2 层，长 70.35m，宽 16.65m，高 80m（含女

儿墙 1.8m），地上建筑面积为 24504.62 ㎡。

26# 住宅楼：剪力墙结构地上 26 层，地下

2 层，长 70.35m，宽 16.65m，高 80m（含女

儿墙 1.8m），地上建筑面积为 24504.62 ㎡。

27# 住宅楼：剪力墙结构地上 28 层，地下 2

层）：长 70.35m，宽 16.65m，高 86m（含女

儿墙 1.8m），地上建筑面积为 26375.3 ㎡。

地下车库：框架结构

地下二层，地下建筑面积

34233.62 ㎡（含主楼地下

面积），车位数 1074 个。

根据 24#-27# 单体

报建图日照分析图，变更

后日照满足相关日照要求。

经我局审查，该规划方案满足现行规范

及管理要求，为增加规划审批的透明度，按

法定有关规划审批程序，现将拟审批方案及

日照情况在项目现场进行公示，征求利害关

系人意见。持有异议者，可向受理单位反映。

受理单位：宝鸡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地址：高新大厦 7楼

公示日期：自发布之日起 10 日止

联系电话：0917-3780093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 年 6 月 8 日

关于宝鸡市郭家崖旧城改造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郭家
崖村棚户区改造工程 24#-27# 住宅单体变更公示 各有关社会团体：

为做好社团会费票据使用管理工作，根据中省要

求，我市于 2019 年 10 月份启动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

据电子化改革，对全市社会团体财务人员进行业务培

训，并于 2020 年 1 月分批正式启用“社团会费统一票

据（电子）”，审核符合条件的社团用户 75 个。为平衡

过渡，规定原“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据（手工）”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以后作废。目前，我市社团会费电子票据

运行顺利，方便、快捷、高效，得到大家一致好评。为进

一步规范全市社团会费票据使用，切实加强社团会费

票据监督管理，提高社团登记管理规范化、系统化和制

度化，根据《财政票据管理办法》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重申如下 ：

一、社团会费票据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向会员

收取会费时开具的法定凭证，是财政票据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财政、民政、审计等部门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社

会团体的其他收入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票据，各社会

团体不得擅自扩大社团会费票据使用范围和收费标准，

且不得强制单位和个人缴纳会费。

二、社会团体不得使用过期票据，自 2020 年 7 月 1

日后，全市使用“社团会费统一票据（电子）”，手工票据

严禁使用，付款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款项，财务部门不

得报销，对使用作废票据的单位可以向财政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917-3262162。

三、凡未核销“社团会费统一收据（手工）”的单位，

请尽快联系原发放票据部门，及时核销，有收取会费需

要的，按要求在财政部门重新办理“社团会费电子票据”

相关手续，使用社团电子票据。
宝鸡市财政局

2021 年 6 月 8 日

宝鸡市财政局
关于社会团体统一使用“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电子）”的通告

* 杨 晓 明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610302196212282514。

* 陕西美盛芬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丢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陕西美盛芬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丢

失法人私章一枚，法人为：陈金科。

*陕西德康寿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

司丢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陕西德康寿安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

司丢失法人私章一枚，法人为：陈金科。

*张思妍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P610026281。

* 扶风鑫绿种植专业合作社丢失开户

许可证，号码为：J7934000478901。

* 张衡丢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

本，号码为：610326300697。

* 王云鹏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D610135724。

* 王逸轩丢失出生医学证明，号码为：

L610253318。

* 狄 博 伟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610303199805031614。

* 倪正鹏丢失宝鸡三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

07610807。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宝鸡市时间 ：2021 年 5 月 9 日－ 6 月 6 日  投诉举报值班电话 ：0917-3507001 邮政信箱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A005 号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 8 ：00 － 20 ：00。

截至 2021 年 6 月 6 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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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件，现将交办问题办理结果（第二十三批）通报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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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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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2019 年扶风县午井镇镇政府派某公司在午

井镇四户村南街组修建城际铁路时挖土破坏耕

地，损毁麦苗和村民坟地，导致耕地至今无法

耕种；2020 年下半年在原耕地上修建水泥路，

为应付检查现将水泥路挖掉种植玉米，且无相

关手续，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扶风县

2019 年 7 月，城际铁路西安至法门寺至机场线项目

因拟修建午井站，通过新旧宅基地兑换的方式占用四户

村西街组、南街组土地拟修建拆迁农户安置点，在土地

手续办理过程中，对地上附着物进行补偿后，违规对预

留安置点道路进行了水泥硬化。

部分

属实

拆除硬化路面恢复土地工作已完成，正在加紧对土

地进行恢复平整。

已于 2021 年 1 月对陕西西法（北线）城际铁路有

限公司处罚款 5.25 万元的行政处罚。

已于 2021 年 1 月对该公司征迁协调部副部长、工

作人员予以警告处分。

已办结

153

陈仓区拓石镇马家山村 2 组村民王虎娃，

在村内开挖山体并将防洪渠填平后占用耕地修

建养殖场，厂址距居民区不足 100 米，近期正

在施工，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陈仓区

该养殖场所在山坡地土地性质为一般农用地，距离

居民区 300 米外，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开挖平整

场地过程中填堵了两座土山之间的沟壑，该处未建有防

洪渠，无开挖山体现象。

不属实 要求养殖场在未取得合法手续前不得开工建设。 已办结

154

凤县留凤关镇留凤关村猴石坑处约 8 年前

开挖硫铁矿，近期村民对污染物进行清理，原

寺沟村党支部书记何颜银组织多人堵路禁止村

民清理，并露天开挖山体毁坏山林，将前期硫

铁矿废渣进行掩埋，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县

现场堆放着两处硫铁矿，为凤县银海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 2008 年至 2009 年已开采但未拉走的矿石，2010 年

该公司对矿区环境进行了恢复治理，无“近期露天开挖

山体”和“掩埋前期硫铁矿废渣”情况。近期，某人（非

当地村民）想贩卖该批矿石，要将现场堆放的矿石外运，

村支书等四人拦车阻挡矿石外运。

部分

属实

由于存在经济纠纷，职能部门要求待纠纷处理结束

后，对堆放的两处矿石按要求规范处置。

阶段性

办结

155

金台区大庆路电机段厂区内长期夜间施工，

5 月 31 日 1:30 挖掘机和拉土车持续夜间施工严

重噪声扰民，其向相关部门反映未果，请督察

组予以查处。

金台区
该工地 5 月 31 日凌晨在未办理夜间施工登记备案手

续情况下擅自施工扰民。
属实

电机段制定了改扩建工程夜间噪音扰民问题整改方

案，要求禁止夜间使用大型施工机械、进行破拆作业。

对中旺建设集团进行行政处罚罚款 1万元。

已办结

156

太白县桃川镇村民曲波在该镇杜家庄村眉

太高速衙岭隧道入口处的石头河一级水源地保

护区河滩地内堆放石头渣，近期使用黑渣土车

运输石头渣造成较大扬尘污染，请督察组予以

查处。

太白县

反映的石头渣为眉太公路 MTTJ5 标段衙岭隧道入口

开挖作业产生的洞渣，由自备工程车转运至石头河右岸

用于施工道路路基垫铺，转运车辆不到外部道路行驶。

有约 2000 立方米洞渣处于集中堆放状态，未进行平整压

实，该地块为荒滩地，不在河道范围。

属实
已对临时堆存的洞渣进行平整压实，对场内道路积

尘进行全面清扫、洒水。
已办结

157

渭滨区高家镇太宁村西侧的两家砂石厂自

2020 年 4 月起夜间生产时存在噪声扰民，其中

一个在原造纸厂位置，一个在耕地内，夜间拉

土车运输过程中撒落砂石较多，产生扬尘，请

督察组予以查处。

渭滨区

宝鸡晟洋恒业工贸有限公司和宝鸡永昌邦健工贸有

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建成投产。因无相关审批手续，

高家镇政府已于 2021年 4月 23日对其进行了断电处理。

属实 两公司已拆除大部分生产设备，清理了部分砂石料。
阶段性

办结

158

凤翔区彪角镇侯丰村村长张校渭在村内 6

组大坡上建盖养鸡场，长期散发刺鼻臭气，且

将死鸡随意丢弃，请督察组予以查处。

凤翔区

该养殖场饲养肉鸡，平均 2-3 天用稻皮做垫料铺撒

一次，用来吸收鸡粪，周围气味不明显。死鸡采取无害

化处理方式卫生填埋，未发现随意丢弃现象。

不属实
要求该养殖场待此次出栏后停产整改，办理相关手

续，做好环境卫生工作。

阶段性

办结

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    中共宝鸡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宝鸡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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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坚持注定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