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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儿童医院门口：

车辆乱停侵占人行道
9 月 9 日上午，记者在市

儿童医院附近的人行道上看
到，车辆停放区已停满了车
辆，一些市民就将摩托车、电
动车停在人行道上，这样不仅
有碍市容和行人通行，更不符

合文明城市创建要求。一位市
民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车
主可以将车辆停在附近的停
放区，然后走一段路，就能够
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本报记者组

市区大庆路西头：

小狗乱跑影响行路人
9 月 10 日早上 7 时许，记

者在市区大庆路西头的人行道
上看到，两只小狗在行色匆匆
的路人脚边穿来穿去，影响路
人行走。这两只小狗身上没有
任何佩戴物，也没见到主人跟

随。8 月起施行的《宝鸡市养犬
管理条例》规定，养犬人携犬外
出，应该为犬只佩戴有效犬牌，
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牵
引带牵领。流浪狗也应该按照
规定收容处置。    本报记者组

市区经二路上：

城市驿站受欢迎
9 月 9 日，

记者在市区经二
路 上 看 到，开 元
商城门前的城市
驿站不仅能够提
供 手 机 充 电、临
时 休 息、免 费 饮
水 等 服 务，还 准
备 了 医 药 箱、针
线盒以及部分书
籍。同时，驿站准
备 了《 市 民 文 明
手册》，市民可以
免 费 领 取。驿 站
管 理 员 介 绍，常
有 市 民 进 来 休
息，这 里 设 置 的
简易母婴室最受
群众好评。

本报记者组

文明城市咱的 家

曝光台

挂 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公告专栏

黑色    九成新
行驶里程 1.4 万公里

车况良好 价格面议

现有沃尔沃 S90 智雅
豪华版轿车一辆出售

联系方式 :13509176849  刘先生

* 宝鸡市渭滨区扬帆米皮面皮加工

部丢失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副

本，号码为：XZF61030220180023。

* 扶风县城关街道聂堡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4000467801。

* 王阳丢失宝鸡市德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收款收据一张，号码为：

市民郭先生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 14 时在太白县咀头

镇捡拾到女性弃婴一名 ( 现起名尤婉婷 )，估计出生日期

2018 年 8 月 19 日 ( 出生时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随身携

带物品有宝宝装一套、童毯一条。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渭滨区民征局联系，联系

电话：0917-2896280，联系地址 : 渭滨

区红旗路48号。即日起60日内无人认领，

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宝鸡市渭滨区民政局

2021 年 9 月 11 日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0984954。

* 宝鸡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宝

鸡市土地综合利用管理所）

丢失陕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票据（结算票据）45 份，号

码 为 ：5808703、5808704、

5808707、5808709-5808750。

* 扶风县城关镇牛家村民委员

会丢失开户许可证，号码为：

J7934000040902。

对标创建要求 提升管理水平
市领导检查金台区创文常态化工作

本报讯 9 月 10 日，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武勇超前往

金台区，就创文常态化工作进

行了检查。

当天下午，武勇超一行先

后来到西街小学、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中山西路街

道南门口社区及 145 号楼、中

山西路街道办事处等地，对老

旧小区基础设施提升、背街小

巷卫生环境及窗口单位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等情况进

行了检查。

武勇超指出，全国文明城

市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守

之更难，需要每个社会单位和

成员的自觉维护，只有在常态

化创建上下足功夫，平时把每

处细节做好，测评时才会交上

一份满意答卷。相关部门要进

一步做好宣传动员，提高群众

知晓率，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合

力。要严格对标文明城市创建

要求，查漏补缺，补齐短板弱

项，防止市容市貌、交通秩序、

集贸市场、背街小巷等城市管

理方面的问题出现反弹，要下

“绣花”功夫，紧盯细节，突出重

点，切实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

水平，让文明氛围浸润人心，让

群众从创建中提升幸福感和

获得感。     本报记者 魏薇

增强群众创文获得感
市领导在金台区检查创文工作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下午，

市委常委、副市长时镇带领市

市场监管局、市信访局相关负

责同志前往金台区检查创文

工作。

当天，检查组一行先后前

往宝鸡第三医院、苗圃小区、

宏文路西社区，详细了解窗口

单位服务、小区管理、垃圾分

类、老旧小区改造、道路停车

等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

时镇要求，窗口单位和老

旧小区要严格对照创文测评

标准，紧盯薄弱环节，坚持问

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从严

从细把创文各项工作要求落

到实处。要始终坚持“创文惠

民”的宗旨，进一步提升医院

服务水平，提高小区管理水

平，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以

实实在在的举措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增强群众创文

获得感。要进一步加快工作进

度，按期限抓好落实，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创

文工作取得新成效。

  本报记者 邓亚金

提高政治站位  推进教育改革
省政府教育综合督导组赴扶风督导检查教育工作

本报讯 9 月 10 日，省政

府教育综合督导组前往扶风

县督导检查教育工作。副市长

李瑛参加并作表态发言。

当天，督导组一行先后来

到扶风第一幼儿园、扶风职教

中心、扶风恒大小学、扶风高

中、扶风初中等学校，通过听

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督查

等方式，对党的教育方针贯彻

落实、“双减”工作落实、教师

队伍建设、疫情防控、校园安

全等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督

导检查。在随后召开的教育综

合督导工作座谈会上，督导组

对我市在教育工作中所付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给予了

充分肯定，并对我市教育工作

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

李瑛在会上表示，全市要

以此次督导检查为契机，始终

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落实

问题整改，持续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统筹推进教育改革发展，

优化教育发展环境，推动全市

教育高质量发展。    （王菁）

十四运会足球女子U18 组决赛阶段比赛圆满落幕——

上海浙江陕西队分获冠亚季军

十四运会水球项目男子组决赛阶段第二天：    

陕西队憾负湖南队
本报讯 9月 10日，十四

运会水球项目男子组决赛阶

段进入第二天。在当天的比

赛中，陕西队 10 ：18 不敌湖

南队。

当天下午 4时 30分，陕

西队与湖南队比赛正式开始。

刚开赛，湖南队就向陕西队发

起猛烈攻势，首节结束后，湖

南队5：1领先陕西队。第二

节比赛开始后，湖南队继续向

陕西队球门发起进攻。关键时

刻，陕西队叫暂停，重新进行

战术布置。暂停结束后，陕西

队的小伙子们重整旗鼓，连

续数次扑出湖南队射门，并

在全场展开积极拼抢。第二

节比赛中，陕西队连进5球，

打出了气势，赛出了水平。

比赛进入第三节，易边

再战的陕西队在比赛中并未

找到太多机会，但小伙子们

依然斗志昂扬，全力拼抢每

一个机会。最终，陕西队 10 ：

18 憾负湖南队。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两场

比赛中，上海队 34 ：3 大胜

四川队，广西队 27 ：9 战胜

浙江队。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十四运会赛场为何观众不满场？
本报记者 周淑丽

当好东道主  办好十四运

最近第十四届全运会

水球和足球两个项目的比

赛在我市火热进行。然而不

少市民发现，关注度如此高

的比赛，比赛现场观众却没

有坐满，原因是什么？记者

采访了解到，主要是因为严

格的疫情防控要求，将很多

体育迷“劝退”在赛场外。

9 月 10 日下午，十四运

会足球女子U18 组决赛阶

段比赛陕西队对战山东队

开场前，记者在现场看到，

所有观众提前 1 小时进场，

先后要接受核酸报告查验、

体温检测、安检等多重检

验。因为本场比赛是陕西队

能否进入前三的关键比赛，

提前进场的观众有大部分

是陕西主场的支持者。大规

模进场结束后，其他持票观

众也开始零散进场。在场外

售票处，记者发现时不时有

观众来取预订好的门票，或

者现场购买门票，而工作人

员都会提前询问，是否有核

酸检验报告。一位 60 岁左

右的市民询问能否买票观

赛，当得知需要提前做核酸

检测，观赛还要全程佩戴口

罩、不能随意走动时，陪同

他的家人担心老人身体，劝

说他放弃观赛。老人说：“全

国比赛在家门口举行，不能

进去看，确实有一点遗憾，

但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也能理解，在家看直

播也一样。”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宝鸡执委会市场开发部驻

会副部长柏存怀解释说，

十四运会在宝鸡举办的足

球、水球两个项目和群体乒

乓球比赛，都是比较受体育

迷关注的，但是由于疫情防

控的特殊要求，限制了观众

人数，也让很多外地观众无

法到现场加油助威。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所有观赛人员

须在开赛前 72 小时内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包括 1.2 米

以下儿童），适龄人员（18 岁

以上人员）须在观赛前 14天

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方

可进入比赛现场。观众除了

做好观赛前的准备，还须携

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当

场有效门票入场，在指定座

位或区域就坐。市民若想到

赛场观赛，一定要提前做好

准备。

本报讯 9月 10日，十四

运会足球女子U18 组决赛

阶段比赛在宝鸡市体育场圆

满落幕。上海队 4：1战胜浙

江队获得金牌，东道主陕西

队点球大战 3：2 战胜山东

队获得铜牌。

当日下午4时，铜牌争夺

战开赛后，陕西队和山东队踢

得都比较主动，不过谁也没有

获得太好的得分机会，半场

结束时双方互交白卷。下半

场，陕西队加强了进攻，冲击

着山东队的球门，但未能将

进攻转化为进球。随着一声

哨响，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

0：0，进入点球大战，最终陕

西队3：2战胜山东队。

当晚7时 30分，冠军争

夺战继续在宝鸡市体育场进

行，上海队和浙江队均以全

胜战绩进入决赛，上半场开

场仅 8 分钟，上海队利用前

场任意球率先进球打开局

面，之后继续扩大战果，最终

4：1 战胜浙江队夺得冠军。

9 时 37 分，颁奖仪式在宝鸡

市体育场举行，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宝鸡执委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副市长李瑛参加

颁奖仪式并为冠军上海队颁

发金牌。   本报记者 孙海
上海队和浙江队激烈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