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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路夜市
有望 5 月开市迎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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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琼）3 月 12 日，记者从酒泉路街道办事处获悉，因冬防、周边拆
迁等多重因素被迫停工许久(原计划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完成提升改造)的酒泉路夜市提升改造工程
将于 3 月 15 日全面复工。根据工程进度，酒泉路夜市有望于今年 5 月开市迎客。届时，酒泉路夜市将
正式更名为南关民族风味夜市。
“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线缆入地、外立面设计工程的建设，其他工程建设也正在积极跟进。”
酒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郭佳介绍，酒泉路夜市的改造升级将按照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的建设要求，计
划投资 3000 余万元对道路地下管廊、架空线缆、上下水管网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并对两侧楼宇立
面、楼体景观、亮化、商铺门头进行统一改造。目前，
大部分前期工程已全面完工。
据郭佳介绍，
本次提升改造将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基调，
借鉴北京、
上海、
长沙等地的经验，
结合周边
各类商圈和本地特色，
对夜市进行重新定位。将西北地区的特色小吃与现代文明和管理模式相结合，
力争将老酒泉路夜市打造成一个集美食、民俗文化展示、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特色夜市。

酒泉路街道自主研发洒水
“神器”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琼）3 月 12 日，
在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
一辆体型小巧，
集保洁、
洒水、
冲洗、
喷雾、
宣传为一体的小型多功能电动洒水车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驻足。而这辆
“萌
态毕现”
的电动洒水车，
则出自酒泉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的各位工作人员之手。据悉，
酒泉路城市管
理办公室根据工作需求，
自筹资金十万余元，
自主研发了这辆体型较小、
功能完备的洒水车。目前，
该
车已正式投用。这台电动洒水车可以充分发挥灵活机动、
小巧快捷的特点，有效提高小街巷降尘效
率。接下来，
酒泉路街道将根据使用情况以及其他工作需求继续对该电动洒水车进行改装使用。
◀小型多功能电动洒水车作业现场。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琼 摄

全省政府网站抽查：
合格率85.1%

2 月份，全省主要劳动力普通员工平均收入 2925.36 元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琼）3 月 12 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获悉，2 月份，我省主要劳动力市场
普通员工平均收入为 2925.36 元，比上月减少 2.5%。其中，农业平均收入为 3040.33 元、服务业为 2413.27 元、建筑业为
3834.88 元、制造业为 2617.66。2 月份平均收入排名前三位的岗位分别是餐厅后厨一线厨师、钢筋工、壮工，收入分别
为 5070.23 元、4125.00 元、3544.75 元。

兰州市水源地工程
输水主隧洞全线贯通
本 报 讯（兰 州 晨 报/掌 上
兰 州记者王钊 实习生丁田茹）
3 月 13 日，从兰州市水源地工程
建设现场传来好消息，经过近两
年 的 不 间 断 施 工 ，当 天 凌 晨 ，
TBM2 标段 13.257 公里输水主
隧洞实现贯通，标志着兰州市水
源地建设工程输水主隧洞的全
线贯通。
施工现场进行庆祝。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
记者 王钊 摄

全省道路春运累计完成客运量 3130 万人次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师向东 实习生徐晗）3 月 12 日春运工作结束。记者从省道路
运输管理局了解到，春运期间，全省日均投入客运车辆 13400 余辆、46.8 万个客位，日均发送客运班
次 27000 余班、旅游包车 80 余辆次、加班车 90 余班，春运 40 天累计完成客运量 3130.3 万人次。全
省道路春运未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保持
“零事故”记录。

本报讯（兰 州 晨 报/掌 上
兰州记者 梁峡林 实习生
黎霞）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通报
2018 年第一次全省政府网站抽
查情况。通报指出，
全省政府网
站总体合格率85.1%。
今年2月23日至3月6日，
省政
府办公厅组织有关力量对全省228
家政府网站（不含甘肃政务服务网
站群）进行了抽查，
占全省正常运行
网站总数的32.7%（含甘肃政务服务
网站群102家网站），
其中34家不合格，
总体合格率85.1%。抽查发现，
兰州、
嘉峪关、
金昌、
天水、
定西、
陇南6市网站
管理水平持续向好，
合格率达到100%。

我省两单位
“晋升”国家级科技基地单位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武永明）来自省科技厅的消息说，科技
部国际合作司近日发布的 2017 年度示
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38 家单位
认定名单中，经省科技厅推荐，敦煌研究
院、兰州理工大学分别申报的“丝绸之路
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丝绸
之路经济带金属表面工程技术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国合基地获得批复认定。我省将
根据《甘肃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给
予新批国家国合基地 300 万元的奖补。

苦水“龙抬头社火”将举办非遗展演

西北民族大学今年招收 35 名高水平运动员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武永明）西北民族大学 3 月 9 日发布的 2018 年高水平运动员招生简章显示，
该校 2018 年计划招收高水平运动员 35 名，其中，田径 20 名（短跨 4 名，跳跃 4 名，投掷 4 名，中长跑和竞走 8 名）、足
球（男子）11 名、武术 4 名。报名采取面报、函报的形式，报名截止时间为 3 月 20 日，报名地点设在该校城关校区招
生办公室（舞蹈大楼 1205 办公室）。专业测试将于 3 月 24 日在该校榆中校区体育馆进行。
招生录取时，
对于获得国家一级、
运动健将、
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或以上）称号之一的考生，
该校将从文化课单
独考试合格且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生源中，
根据各运动队的实际需求和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梁峡林）
久负盛名的永登县苦水镇苦水街二月二龙抬
头社火南街社火会将于 3 月 17 日-19 日举办，
高高跷等一批非遗文化项目将展演迎客。据了
解，今年社火将展演太平鼓、铁芯子、高高跷、舞
龙、跑旱船、秧歌、腰鼓等，其中“苦水高高跷”、
“兰州太平鼓”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七里河区将举办“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西北师大附中国际班开始预报名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魏娟）西北师大附中近日启动国际班预约报名系统，凡有意
直读西北师大附中国际班，且三年后就读海外大学的兰内、兰外初三学生均可填写上传报名。
预报名可登录 www.nwnusch.cn，在“招生动态”栏目中点击“西北师大附中 2018 年国际班预
约报名系统”；或点击本页面左下角“阅读原文”链接进入报名页面。需要提醒的是，该系统不具
备中考招生报名功能，兰州市的学生进行网上信息登记后，中考前仍需在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时
间内、到指定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 刘有中）为
更好地服务春节前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贫困家庭
人员、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的就业需求和用
人单位用工需要，
3 月 16 日（本周五）上午 9 时 30 分至
下午 2 时 30 分，
兰州市七里河区将在区政府门前举办
2018 年
“春风行动”
暨就业扶贫大型招聘会，
届时将有
世界 500 强、
上市公司、
国有企业等 150 余家大中型企
业进场，
提供约 4000 余个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