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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宝鸡讯（记者 王宝存
左婷）“我孩子在‘宝鸡麦迪格’
戴角膜塑形镜进行视力矫正后，
视力不但没有得到矫正，反而越
来越看不见。”1月13日，宝鸡的
王女士告诉三秦都市报记者，经
过医院检查，孩子被诊断为左眼
孔源性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
后，一直在家休息，至今无法
上学。

视力越矫正越看不清

王女士称，孩子今年只有11
岁，视力一直不好。经过多方打
听以后，选择在“宝鸡麦迪格”配
角膜塑形镜进行视力矫正。

“2020年9月26日，在这家店进
行了眼睛的相关检查后，工作人
员称孩子可以通过配角膜塑形
镜达到矫正视力的目的，我听了
承诺后，当场交了 4800元钱的
角膜塑形镜定金。”

王女士告诉记者，10月 31

日，“宝鸡麦迪格”通知她角膜塑
形镜已经到店，补交 4000元尾
款后就可以领取镜片。当日，她
补交了4000元后，按照“宝鸡麦
迪格”工作人员的要求，指导孩
子规范戴角膜塑形镜、定期复查
眼睛视力。其间，孩子眼睛在

“麦迪格”复查，均显示正常。但
到了11月29日，孩子突然说左
眼模糊不清，似乎有黑影遮挡，
已经基本看不清东西了。

视网膜脱落
手术后依然看不清

“我一下就感到发慌，赶紧
带着孩子前往相关医院检查。”
王女士称，随后，被宝鸡市人民
医院诊断为左眼孔源性视网膜
脱落，需要及时前往更专业的医
院进行手术治疗。

由于孩子的户口在河南，考
虑到医药费报销的因素，2020年
12月7日，王女士带着孩子前往

河南省人民医院就诊，并于 12
月 8日做了手术。河南省人民
医院的诊断证明上显示，杨明
（化名）：被诊断为左眼孔源性视
网膜脱落；左眼增生性玻璃体视
网膜病变。

“孩子做完手术以后，视力
依然恢复得很差，目前已经无法
上学。”王女士告诉记者，造成孩
子左眼视网膜脱落的原因，她怀
疑与宝鸡麦迪格不具备角膜塑
形镜验配及视力矫正资质和能
力有关。“医生说，孩子眼睛原来
有病变，根本不适合戴角膜塑形
镜，但宝鸡麦迪格就没有告知我
这些。”

“宝鸡麦迪格”
疑不具备资质

1月13日，“宝鸡麦迪格”一
位姓吕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造成视网膜脱落的原
因很多。但“我可以100%的肯

定，王女士孩子的视网膜脱落，
与戴我们的角膜塑形镜没有任
何关系”。随后，这位姓吕的负
责人提供了一份《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记者了解到，根据《卫生部
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验配角膜塑
形镜管理的通知》规定，角膜塑
形镜应在二级（含二级）以上并
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医疗机构进行验配，并且，医师
需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及中级以
上眼科医师职称，技师需具有中
级以上技师职称。而记者通过
调查发现，这家全称为“宝鸡麦
迪格眼科有限公司眼科诊所”的
机构，并不具备二级资质。

1月13日，宝鸡市金台区卫
健局刘副局长表示，对于角膜塑
形镜的验配及视力矫正，需要不
需要在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
进行，他需要查一下相关文件再
回复记者。

本报咸阳讯（记者 黄艳）
1月 13日，“2021咸阳年货采购
节”在咸阳市统一广场启动。此
次活动以“新时代新征程，新生活
新品质”为主题，届时将开展一系
列年货采购、商品展销、名品推
介、民俗展演等活动，助力广大市
民红红火火过好“中国年”。

现场随处可见的大红色年
货采购节海报、门头、标识等分
外惹眼，将整个广场装点得年味
十足。据了解，此次活动从1月
13日（农历腊月初一）至1月24
日(农历腊月十二)为期12天，在
咸阳市统一广场设立主会场，各
县市区设立分会场，组织全市重
点企业、名优特商品经销企业以
及咸阳市对口扶贫市泰州企业
共146家参展促销。

记者看到，在咸阳统一广场
主会场搭建有4000平方米主题
展馆，设置221个标准展位，设立
农特产品、糖酒食品、年庆礼品、
服装服饰、日用百货等5个展区，
组织江苏、湖南、四川、重庆、宁
夏、云南、新疆、内蒙古、福建等数
十个省区市及省内关中、陕南、陕
北等地特色商品300余种，开展年
货商品大促销活动。其中设立咸
阳名优特色产品展区和咸泰合作
展区42个，集中展销该市各县市
区和泰州名优特产品、民俗食品、
传统工艺品及地理标志产品等，营
造喜庆、祥和、繁荣的节日氛围，
满足市民特色化节庆购物需求。

同时，在市区丽彩万达广
场、开元百货商场分别设立秦都
区、渭城区分会场，从2021年1月

29日（农历腊月十七）至2月26日
(农历正月十五)为期29天，组织
市内外名优特色产品、消费扶贫
产品、老字号和名优小吃展销展

位，搭建商家与消费者互惠互利
交流平台，开展节庆惠民促销系
列活动，营造和谐喜庆的节日氛
围，满足市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2021咸阳年货采购节”启动

300余种特色商品等你选

本报渭南讯（记者 杨晶）
1月13日，渭南市项目建设突破
年启动仪式暨2021年第一次项
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在渭南经开
区石羊肉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开工现场举行。会上，渭南市委
书记魏建锋宣布开工令。

据了解，当天渭南市共集中
开工包括渭南经开区石羊肉食
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在内的73个
重点项目，总投资373.9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115亿元，这些项目
涵盖科技驱动、产业发展、基础
设施、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生
态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

逐月细化狠抓落实

启动仪式上，渭南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琳对下一步工作进行
动员，他说，全市上下要以此次
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聚焦“四
抓四突破”目标，以奋勇争先的
劲头，真抓实干，集中攻坚，确保
年度市级重点项目投资达到
1200亿元以上；要聚力建设赶进
度，持续落实包抓制度，挂图作
战、专班推进，确保周周有进展、
每月有变化；要把“快、严、实、
细”贯穿全过程，逐月细化量化
项目清单，抓开工、抢工期、督进
度，力促项目早建成；要强化保
障优服务，全面推行“容缺+承诺
制+并联”审批模式，集中审批、
限期办理；要谋实项目强储备，
突出工业倍增，围绕“三五三”产
业链，精准策划一批延链、补链、

强链产业项目，努力形成开工一
批、储备一批、招引一批的良好
循环，不断厚植发展后劲；要严
把标准提质量，提高项目投入和
产出水平，各项目单位要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环保措
施，高标准、高效率加快项目建
设，以实际成效助力新时代渭南
追赶超越高质量发展。

项目建设推动发展

渭南经开区作为此次项目集
中开工动员会的主会场，共有6个
项目参与集中开工，总投资15亿
元。其中，投资10.2亿元的石羊
肉食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占地253
亩，项目建成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实
现20亿元，上缴税收4000万元。

开工现场，与会领导还视频
观摩了经开区、高新区项目建设，
同时各个县市也设置了项目集中
开工分会场。如临渭区的双创基
地蓝城特色小镇等 4个项目开
工，总投资111.4亿元，年度投资
11.6亿元；华阴市的中国农垦博
览园等 5个项目开工，总投资
103.1亿元，年度投资2.9亿元；蒲
城县的欧得蓝光中间体材料生产
基地等 5个项目开工，总投资
37.7亿元，年度投资21.5亿元等。

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必将
有力推动渭南市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速
新旧动能转换，为奋力谱写渭南
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

本报杨凌讯（孙建恒记者薛保华）
“孩子将出生，前天刚住院，医护人员在
为我做检查的时候，特意提醒核酸检测
免费，而且是‘上门服务’，让人心里暖
暖的。”1月13日，在杨凌示范区医院妇
科住院部休息的陈女士高兴地向记者
说道，她起初还担心挺着肚子行动不方
便，没想到医院的服务如此周到，给他们
点赞。当天上午，记者在医院获悉，1月
8日起，杨凌示范区医院对所有新住院
患者一律免费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目前核酸检测还不在医保范围
内，这样做既能减轻群众就医经济负担，
还可以引导更多人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措
施。”杨凌示范区医院副院长刘会侠告诉
记者，医院作为核酸检测定点单位，针对
不同发病群体，分别在院内、院外、进出
口位置设置有核酸检测采集点，并引进
了快速检测设备，从采集样本到出检测
结果只需2至3小时，检测结果可通过医
院官微提供的国务院客户端“核酸/抗体
检测结果”专用二维码查询。

据统计，医院目前已为杨凌及周
边地区400余位患者免费进行了核酸
检测，减免费用共计3.7万余元。下一
步，该措施还将对透析等更多类患者
进行推广。

“免核酸检测费”
杨凌医院暖心之举

本报咸阳讯（陈占地记者李小刚）
近日，从乾县2021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上传来喜讯——乾县城关街道办
事处成功引进供港蔬菜基地建设项目。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7亿元，用地
面积约600亩，建设连栋薄膜温室大棚
总面积32万平方米。由陕西金池圣商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乾县注册，陕西鸿
蒙之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建设，引
入香港大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中天
祥达投资基金(北京)有限公司，依托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技术人才资源，以
连体农业大棚形式，采用水培与水肥一
体化等设备和有机种植技术，集生产、
冷藏、物流、销售和出口为一体的规模
化经营方式。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基地开发期为
一年，该项目选址在乾县吴村产业园
区，以农业高科技技术应用为先导，带
动周边农户，打造有机种植家庭农场，
用心生产具有供港蔬菜标准的产品。

乾县引资2.7亿元
打造“供港蔬菜基地”

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1月13
日，在韩城市新城区第四幼儿园项目施
工现场，韩城市举行2021年第一次项
目集中开工动员会。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共8个，涉及教
育、医疗、城建、科技等方面，总投资
10.3亿元，年度投资8亿元，包括新城
区第四幼儿园项目、妇幼保健院儿保中
心项目、人民医院感染楼项目、“数字韩
城”建设项目、常丰和分散式风电项目、
城镇污水处理厂项目、陵北片区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人民路片区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其中，新城区第四幼儿园项目是
《韩城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专项规划
（2020—2025年）》中加大城区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供给的既定建设项目，也
是韩城市“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第
一个学校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可有效
缓解城市北区适龄儿童的入学压力，扩
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提升
基础教育的服务能力。

韩城举行今年第一次
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孩子戴角膜塑形镜后视网膜脱落

家长质疑“宝鸡麦迪格”不具备资质

渭南市项目建设突破年启动
总投资373.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11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