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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咱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广福疏通 疏通专利号 ：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 ：张婷

专业疏通管道，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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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岐山县永盛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丢

失公章一枚（银行预留印鉴），号

码为：6103230000986。

*宝鸡市金台区倪氏山东济南油酥

烤饼店丢失小作坊加工明细表，

号码为：XZF61030320180062。

* 王铭剑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10322199208252610。

陕西桥外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拟减少注册资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302694946254A，原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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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7-2633089
陕西桥外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5 日

* 罗兴珍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10302196111291526。

* 揭艳芝丢失陕西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一张，号码为：

00601309。

* 郭小云丢失残疾证，号码为：

61030219760616304512。

* 李子龙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10303200003242415。

根据宝鸡市住房维修资金服务中
心公函，现依法要求宝鸡市均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6103001003762）
就渭滨区经二路160号院 8号楼项目；
宝鸡市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
号：610300100003713）就渭滨区渭工路
64号院 1号楼项目；陕西国实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号：610300100001855）就
渭滨区红旗路6号院 1幢项目；陕西力
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
610000100136553）就渭滨区太白路3号
院 1#，清姜路 46号院 1号楼，英达路

16号院 2号楼、3号楼、4号楼项目，
关于清缴住房维修专项资金事宜，自公
告之日起十日内到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
局接受询问，并提供相应证据资料，逾期
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地址：渭滨区政府胜利桥北头办
公区（一楼、五楼），一楼联系电话：
2800710，联系人：李松岭；五楼联系
电话：3377377，联系人：杨晓卓。

特此公告
渭滨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2021 年 9 月 15 日

市区姜谭路秦机子校门前广场：

设置座椅更便民

9 月 14 日，记者在市区姜谭路秦机子校门前广场上看到，在
广场的南、北、西面，绿化树下，整齐摆放着一些座椅，一个挨着
一个，共 30 多个，满足了市民小憩的需要，让出门的市民歇脚更
方便。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摄

用心呵护幼苗成长
——记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宝鸡文

理学院教育学院关爱留守儿童教师党支部
宋文君

近日，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关爱留守儿童教

师党支部的老师和凤翔区柳林镇汉封学校二年级的

同学王小明（化名）进行了联系，询问开学后孩子的

学习和生活情况。

王小明家庭比较贫困，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他

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孩子缺乏心理和情感上的关

怀。宝鸡文理学院教育学院关爱留守儿童教师党支

部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像王小明一样的农村留

守儿童群体的现状和困境。从 2012 年成立的农村儿

童德育科学研究室，到 2019 年建成的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与发展研究中心校级平台，支部秉承“党建促科

研，党建科研相融合”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教师党

员专业优势，把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工作和党建工作、

教研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持续扎实的教育帮扶活动，

摸清了辖区农村留守儿童真实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摸索出了“扶智、扶志、扶德、扶心、扶技”五位

一体的帮扶模式，组织开展留守儿童关爱专项科研，

使关爱活动有目标、有载体、有深度，弥补了农村留

守儿童的情感缺失，促进了他们的心理健康，为农村

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平等、和谐地成长创造了良好

环境和有利条件，受到了结对帮扶基地学校师生的

广泛欢迎和好评。

据了解，学院共有 32 名教职工党员、57 名

学生党员、100 余名学生团员参与到留守儿童教

育帮扶工作中。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

专题讲座、专题培训、心理辅导、团体训练等多种

形式，帮扶了 2000 余名留守儿童，累计捐款 8 万

余元，捐赠学习生活用品 600 余件，开展心理咨询

1800 余人次，举办专题讲座 50 余场，开展教师培

训 30 余次，彰显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了

高校科学研究优势，全体支部党员在服务社会的

实践中，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诠释了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前不久，该党支部被评为“陕西省先

进基层党组织”。

学习急救技能  做好志愿服务
9 月 10 日，十四运会和

残特奥会宝鸡市行政中心
志愿服务站, 举办突发事件
应急救援知识培训会。来自
宝鸡高新医院的专家为志
愿者们开展了心肺复苏、海
姆立克急救法、除颤仪的使
用以及外伤处理等急救知
识讲座，并进行现场演示和
指导演练。30 名志愿者在
培训中掌握了实用的急救
技能。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当好东道主
办好十四运

渭河公园球场：

装上围挡市民赞

近日，市渭河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了解到，公园的两个乒乓球
场缺少围挡和挂衣架，便自筹资金，买围挡、做挂衣架，为市民创造
更好的运动环境。从细节处改善，让前来锻炼的市民实实在在感受
到便利。                                 本报记者 王玲 摄

凤翔区长青镇石头坡村党支部：

大葱铺富路 混养开新局   

本报记者 谭逊

凤翔区长青镇石头坡村几件大事最近推进神

速——

以大葱为主的“东宇长青”系列农产品品牌注册已

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待批；

传统产业大葱种植基地地理标识正向国家申

报中 ；

“东宇长青”品牌“飞鹰”图标正在张罗设计中；

……

9 月 9 日，记者在石头坡村采访时村民说，自从村

党支部书记潘勤珠前不久从浙江学习回来后，简直就

像变了一个人，说干就干，当天的事情从不过夜，其他

村组干部连颠带跑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石头坡村位于千河畔，是一个 6000 多口人的大

村。村党支部结合长青的水土、气候特征，确定了以大

葱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思路。村上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以村民入股的形式拓宽融资渠道，购置耕作机

械 40 多台（件），种植 500 余亩大葱，去年亩产达到

12000 斤，收入 90 万元左右。修建蔬菜加工储藏冷库

一座，建立了线上销售平台，为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从

种植、收购到加工、销售搭建了链条式服务。

“让群众钱包鼓起来，就必须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这是潘勤珠浙江学习最大的心得。

“我从浙江学习回来，又带人去山东考察大葱产

业。我们现在已经复垦千河滩地，要把大葱产业发展到

1000 亩，保证月月有葱卖，让客商能感受到基层党组

织的诚信，与我们长期合作共赢，让村民一年四季有钱

赚！”潘勤珠说起产业发展滔滔不绝。

最近，石头坡村党支部还在谋划一件大事 ：打造

鱼莲混养休闲观光产业园。利用河滩水塘发展莲藕，

养鱼养龙虾，与千亩大葱基地形成一个集休闲娱乐、

赏莲观光于一体的产业园，给宝鸡市民再造一个网红

打卡地。

记者在千河河畔看到，一望无际的滩地上，一行行

大葱长势喜人，大型农业机械正在田间往返进行培土

作业；三个水塘试种的莲藕让人眼前一亮，层层叠叠

的莲叶上，灵动的水珠来回滚动，景致如画。

潘勤珠说，这个产业园是一个大工程，目前

他们在全力做这件事，以此打响村上特色产业的

品牌，开创村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新

局面。

金台区中山西路街道金台村集中整治人居环境——

牛皮癣消失了  三堆不见了
本 报 讯 近日，一场农村

人居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

在金台区中山西路街道金台

村全面拉开。村两委会成员、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西府天

地景区环境管理科、西府天地

景区联合执法队近 40 余名党

员、干部及群众参加了整治活

动（见左图）。
自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活动启动以来，中山西路街道

金台村迅速行动，明确整治目

标任务和重点难点，充分调动和

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对

村子道路、绿化带、房前屋后等

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清理，对生

活垃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

题进行了集中整治。活动中，党

员干部充分发扬不怕苦、不怕累

的奉献精神，对“牛皮癣”小广告

进行了彻底清除。

据了解，此次环境卫生集

中整治持续了 3 天，现已全面

结束，清理垃圾 6 车、处理“三

堆”10 余处。经过整治，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得到了

全面提升，在全村范围内营造

了“保护环境有我、健康环境

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

步，金台村将持续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建章立制，

激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保护环

境工作中来，助推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

（晓康 青青）

学浙江  见行动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两优一先”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