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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聚力打造一流企业
全市国资系统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王怀宇）3月 16

日，全市国资系统工作会召开。会议主

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工作，交流经

验，分析形势，安排部署2023年工作。

会上表彰了2022年度先进企业

和先进单位，4户企业作了交流发言，

5户企业签订了 2023 年度目标责任

书。会议提出，2023年主要预期目标

是：出资企业力争营业收入突破210

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72亿元，利润

总额25.6亿元。

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聚焦市属国资国企高质量发

展“一个目标”，牢牢守好安全稳定和

民生保障“两条底线”，突出抓好“国

企改革、国资监管、企业家队伍建设”

三项重点，大力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

深化提升行动，着力提升质量效益，

强力推进创新驱动，严格防范化解风

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聚力打造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凤县坪坎镇倒贴金村

土地托给村集体  村民省心又受益
本报讯 （记者 马庆昆）“我

年纪大了，儿女又不在身边，今年

把家里的 3亩地全部托种给了村

集体经济联合社，我不用再为买

种子、化肥和犁地发愁了。”3 月

14 日，凤县坪坎镇倒贴金村村民

王应福高兴地说。据了解，今年该

村根据农户实际情况，帮助群众

托管土地，助推产业发展。

当天，在王应福的3亩地里，

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组织人员放线、

打点、种植蛋白桑、三角枫等饲草

苗木（见右图）。今年，倒贴金村党

支部针对该村年轻人外出打工、

耕地无人照料以及老年人无能力

耕种的情况，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不

变、群众自愿的原则，在全村探索

建立土地“托种”经营模式。村集体

经济联合社将无人或无能力耕种

的土地全部予以代管代种，为村集

体经济联合社林麝养殖种植饲草。

此举一方面解决了土地无人或无

能力耕种“闲置”问题，另一方面为

村集体养殖的林麝解决了饲草供

应不足问题，实现了双赢。

陈仓区县功镇李家崖村留守妇女

缝制金蛋蛋  变成钱串串

本报讯 （宋文君）“缝棒球比纳

鞋底子还简单，村上专门有师傅手

把手教，学会了就成了增收的‘钱

串串’，大家空闲时间就能把钱赚

了。”3 月 15 日，陈仓区县功镇李家

崖村村委会，十几名妇女围在一起

学习缝制棒球（见左图），高兴地说

着村上为她们量身引进的新营生。

李家崖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晨阳

介绍，村里有很多妇女因为要照顾老

人和孩子，所以没办法外出打工。为

此，村上积极对接宝鸡毫克工贸有限

公司，为这些留守妇女联系了缝制棒

球的业务，让她们在照顾家里的同时

多一个增收渠道。目前，全村已经有

30多名妇女报了名，经过培训后，很

快就能全面铺开加工业务，预计每月

能完成棒球缝制 3万只以上，为村民

带来 3万多元的收入。

今年以来，李家崖村聚焦产业

发展，对接金融机构，为群众发放

贴息贷款，巩固提升柴胡、肉牛、山

羊等优势产业，并筹备电子商务、

家政服务（护理）等实用技能培训，

持续提升群众就业创业能力水平，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全年乡村振

兴工作奠定了基础。 

太白县桃川镇杨下村

建起市场销山货
本报讯 （记者 张敏涛）“农产

品交易市场建成后，来的游客多了，

我们的山货销售更方便了。”近日，

在太白县桃川镇杨下村，随着村上

农产品交易市场的建成投用，村民

销售山货有了专门的场所。

杨下村地处秦岭腹地，紧邻姜

眉公路。近年来，村上在发展蔬菜种

植等传统农业的同时，流转土地 600

亩建成全县首个蓝莓产业园，并依

靠山地优势种植干杂果，发展中药

材种植、中蜂养殖业，全村 291 户全

部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中。往年每

到农特产品收获的季节，因为没有

集中的销售场所，村民们就沿姜眉

公路扎堆摆摊，既不方便买卖，也存

在安全隐患。考虑到产业发展的需

要，杨下村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在村

委会附近的荒滩地上规划建设了农

产品交易市场。

当天，记者在杨下村看到，占地

上千平方米的交易市场设施齐全，不

仅有交易区、停车区、休息区，而且配

套建设了农产品展销中心和网络带

货直播间。“市场建好后，吸引了不少

客商和游客来这里购物歇息游玩，带

动了农产品的销售，还发展了农家

乐。”杨下村驻村第一书记陈继明说，

有了这个市场，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

性更高了，信心也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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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挂失凡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因交通违法或道路交

通事故被我大队依法扣留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后，未及时

接受处理的车主及驾驶人，请于 90 日内携带车辆暂扣

凭证、行驶证或车辆来历证明、本人身份证来我大队接

受处理，并领取车辆，逾期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 112 条之规定对车辆依法处理。

联系人：杨警官   联系电话：0917-5542425

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3 年 3 月 17 日

* 樊 启 长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610303195306231613。

* 宝鸡市梦之品茶叶有限公司丢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号码为：610300100032483。

* 刘文斌丢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号码为：61030600027604。

* 陕西唐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丢失公章一

枚，号码为：6103030049130。

*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鸡

销售分公司千河加油站丢失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证书副本，号码为：油零售证

书第 6103041020 号。

* 路永娟丢失装修押金票据一张，号码

为：0009239。

* 宝鸡市渭滨区优味坊干果店丢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号 码 为：

JY16103020176304。

周边利害关系人 ：
近日我局收到宝鸡西源置

业有限公司报来的《关于宝鸡

西岭金岸住宅小区项目总平面

图审批申请》及该项目总平面

图，该项目位于尚锦苑居住小

区以东，北庵东街以南，金陵河

西路以西，通河巷以北，建设用

地面积约 13 亩，地上主要单体

为住宅楼 2 栋、商业楼 1 栋，方

案详见“宝鸡西岭金岸住宅小

区项目总平面图”（附后）。

经审查，该项目总平面方案

符合现行规范及管理要求，现将

拟审批方案在项目现场、《宝鸡

日报》及我局网站进行公示，征

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如对公示规

划方案有意见和建议，请以书面

或电话形式向我局反映。

公示日期：自发布之日起

十日止

联系人：马刚利

联系电话：3260255

宝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 年 3 月 10 日

规划公示

整治虚假宣传  打击行业乱象
宝鸡为医疗美容行业“动手术”

本报讯 （记者 王玲）3月16日，

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

全市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行动成效显著，检查美容机构 767

家，查办违法违规案件17起。

今年的“3.15”晚会曝光了医疗

美容行业的乱象，妆字号产品被用作

美容针剂进行注射。不光如此，医疗

美容行业还存在着虚假宣传、非法行

医等问题。我市从去年 11月起到今

年 3月份，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

合市卫健委、市委网信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宝鸡海关等11个部门，开展

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重

点整治虚假宣传、非法行医、假货频

现、价格欺诈等乱象。

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共检查

美容机构767家（医疗美容机构35家、

生活美容机构732家），转办交办涉

嫌违法线索232条，查办违法违规案

件17起，罚没近12万元。税务部门对

6户存在涉税问题的美容机构补征了

税款；检察部门对3例医疗美容诉讼

案例提起了公益诉讼。金台区市场监

管局查处某医疗美容有限公司金台

美容诊所未经审查擅自发布医疗广

告案，入选陕西省医疗美容行业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十大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