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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路公交路线临时调整
本报讯 因希夷大道与芍
花路交口封闭施工，为最大限
度 保 障 线 路 正 常 营 运 ， 10 月 3
日起，22 路公交车路线进行临
时调整。
22 路现取消“黉学中学-盛
世家和园-市政府-亳州博物
馆-美年大健康”五站，改经
“天润北门-天润花园-亳州职
业技术学院-电视大学-建安文
化广场-市交通局-万福南门”。
调整之后的路线为：亳州
幼师西门-中药科技学校西门-

养生大道道东 3 站-养生大道道
东 2 站-养生大道道东 1 站-太
安堂广场-康美中药城东门-建
安紫苑路口-翰林华府东门-竹
溪花园-万福南门-市交通局建安文化广场-电视大学-亳州
职业技术学院-天润花园-天润
北门-李门楼-芍花西路援康药
业-绿水家园-雍景和府小区亿都国际小商品市场。
施工完成后将恢复正常运
营，如工期调整，将另行通知。
（记者 曾莹莹）

站点已改，此站不停!

工程类中级职称
何时申报？
市民咨询：请问，今年的工程类中级职称申报
时间是什么时候？申报的条件是什么？
涡阳县政府回复：2018 年职称申报工作已开
始，相关通知已发布在涡阳人社局网站。工程类
中级职称申报条件请查询《安徽省工程系列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所学专业必须同申报
资格一致或相近。

提醒

安徽 2019 年研考报名 10 月 10 日启动
10 月 10 日开始，我省 2019 年研究生
网上报名启动，将持续到 10 月 31 日。在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
息或重新填写报名信息，但一名考生最
终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2019 年研究生考试安徽省共设置 21
个报考点，分别设在 16 个市级招生考试
机构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
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医科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可选择就读

学校所在市的报考点，其他考生 （含工
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管理和工程管
理等专业学位考生） 可选择工作或户口
所在市报考点，以便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和参加考试。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强
军计划的考生应选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报名。报考我省各招生单位单独考试的
考生应选择合肥工业大学报名，参加单
考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要在备注栏内注
明“单考”，在网报后 11 月 5 日前到报考

单位审查单考资格，逾期不补。报考艺
术类等特殊专业的考生应按报考招生单
位网报公告的要求选择报考点。
研考报名的现场确认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10 日。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4 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
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 《准
考证》。
来源：安徽发布

灯光水舞秀改时间啦
本报讯 位于市政公园的灯光水舞秀
水幕电影以亳州地域文化特色为依
自从开始演出以来，一直受到市民的欢
托，融合亳州历史传说和人物故事，创
迎。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秋冬季节的到
造性地组合喷泉、灯光、水幕电影、音
来，从 10 月 9 日起市政公园灯光水舞秀
乐等元素，将千古一亳、商汤祈雨、九
的演出时间，将由原来的晚上 8 点 20 分
龙灌浴、涡水斩蛟、悯农诗人、市井风
调整为晚上 8 点，演出内容和时长不变。 华、世界药都等六个篇章以水幕电影形
现在市政公园灯光水舞秀演出的是
式在观众面前徐徐拉开。
2.0 版，新版水舞秀以 《亳秀》 为主题共
音乐喷泉灯光秀涵盖歌曲 《远方的
分为两个部分，水幕电影和音乐喷泉灯
客 人 请 你 留 下 来》《绒 花》《海 草 舞》
光秀，总时长约 25 分钟。
《白芍花开》《观沧海》，潮流与经典兼

备，水形与光色联动，实现了水幕与喷
泉的完美搭档，把古典亳州悠久的历史
文化、现代亳州跨越崛起的律动之美阐
释得淋漓尽致。
记者了解到，目前灯光水舞秀播放
已经常态化，只要天气晴好，都会按时
展出。前去观看的市民和游客，请调整
好出行时间，以免耽误了观赏演出。
(记者 李锦文)

我市将新建一处省级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本 报 讯 近 日 ，市 人 民 防 空 办 公 室
（市地震局）发布了亳州市省级防震减灾
科普教育基地建设项目招标公告，我市
将在市第八中学校内建设一处省级防震
减灾科普教育基地。
据了解，该基地场地面积约 170 平方
米，共 3 间教室。展馆整体装饰用材均为

公益广告

环保型材料，造型设计简单大方。本项
目投资额约 90 万元，计划工期为 50 天。
该基地以地震科学知识普及和防震
减灾预、防、救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将
地震科学知识普及与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融为一体，以丰富的科普内容向公众开
展防震减灾教育。

帮 忙

基地建成投入使用后，将发挥全省防
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和宣传教育工
作开展的示范作用，不断扩大宣传教育
覆盖面，切实提高全社会防震减灾意识
和应对地震灾害事件的能力，有效减轻
人员伤亡，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记者 曾莹莹）

我市 LNG 加气站
分布在哪里？
市民咨询：随着市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市民逐
渐将自己的私家车或营运车辆进行油改气，但是
加气很不方便，布点较少，加气点排队较长。请问
我市现有的 LNG 加气站都分布在哪里？以后是
否有增设加气站的计划？
市物价局回复：我市中心城区现有 LNG 加气
站 3 座。其中，国皖 LNG 加气站在 307 省道西侧
省燃气公司接收门站旁边；华博 LNG 加气站，在
春雨汽车城对面；亳州新奥 LNG 加气站在岳桥，
因交通管制现已暂停运营。另外，我市中心城区
共有 CNG 加气站 11 座。目前，市区暂无新建设的
LNG 加气站项目。

这里的用电何时移交整改？
市民咨询：谯城区亿嘉尚城名都一期，用电至
今没有整改移交，希望房管部门督促开发商，尽早
整改，保障住户规范用电。
市房产局回复：据该公司介绍，亿嘉尚城名都
一期电力设施施工已完成并进行了初验，该公司
对初验提出的问题已整改完成，近期将向供电部
门申请复验，待复验合格即可进行移交。我局也
将继续督促该公司尽快申请复验，争取早日让业
主用上正式电。

亳州市第五小学在哪里？
市民咨询：请问最近公布的亳州市第五小学
具体位置在哪里？附近的气膜管需要拆除吗？
亳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回复：亳州市第五小
学位于汤王大道西侧、市第三水厂南侧，即现在华
体气膜馆所在位置，计划 2019 年开工建设。由于
华体气膜馆为临时性建筑，且所处位置暂不影响
学校施工建设，暂不需要拆除。
(记者 李锦文)

正义
亳州晚报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