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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对7名拟任职干部进行任前公示
公示对象简要情况（按姓名笔画排序）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刘琼）2
月 10 日，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对拟进
一步使用的王立山等同志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监督。
据悉，此次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共 5 个工作日。受理时间为每
天上午：
9：
00—12：00，
下午：1：00—5：
00。
受理部门：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电话举报：0931-12380、0931-8472511；短信举
报 ：18809312380；网 络 举 报 ：gslz12380@sina.
com；通讯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735 号、邮政
编码：730030。
如发现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有影响任职
的问题，可通过电话、来信、面谈等形式反映。兰
州市委组织部将认真进行受理，并向署名或当面
反映问题的干部群众反馈调查核实结果。如不存
在影响任职的问题，
将按有关规定办理任职手续。

王立山，男，汉族，1971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
籍贯河北故城，出生地河北故城，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现任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兰山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拟任中共兰州
市安宁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兰州市安宁
区人民政府区长候选人。
乔建新，男，裕固族，1969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
员，籍贯甘肃酒泉，出生地甘肃酒泉，大学学历，现
任兰州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拟任中共兰
州市城关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提名为兰州市城
关区人民政府区长候选人。
芮文刚，男，汉族，1969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
员，籍贯甘肃景泰，出生地甘肃景泰，大专学历，农
业推广硕士，现任兰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
记，拟任中共兰州市西固区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提名为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政府区长候选人。
李 荣，男，汉族，1975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

籍贯甘肃定西，出生地甘肃定西，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现任中共兰州市红古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
府区长，
拟任中共兰州市红古区委书记。
郭海泉，男，汉族，1968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
籍贯甘肃天水，出生地甘肃天水，大学学历，现任中
共兰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拟任中共
兰州市安宁区委委员、常委、书记。
雒泽民，男，汉族，1966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
籍贯甘肃秦安，
出生地甘肃秦安，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
历，
现任中共兰州市安宁区委副书记、
区人民政府区
长，
拟任中共兰州市西固区委委员、
常委、
书记。
薛 蕾，女，汉族，1970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
籍贯陕西子长，出生地陕西延安，大学学历，法律硕
士，现任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兰州日报社
社长、党委书记，拟任中共兰州市红古区委委员、常
委、副书记，提名为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区长候
选人。

1月,兰州新建住宅样本均价为8766元/㎡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欧阳海杰）2
月 1 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9 年 1 月中指
百城价格指数报告》显示，根据中指百城价格指
数对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1
月百城住宅均价环比涨幅连续三个月回落，市场
整体平稳运行，其中，1 月兰州房价（新建住宅样
本均价）为 8766 元/㎡，环比上涨 0.44%。
数据显示，
2019年1月，
受监测的100个中国城
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14710 元人民币，

环比上涨0.22%。百城中，
有31个城市房价环比下
跌，
66个城市房价上涨，
3个城市房价与上月持平。
按中位数计算，全国 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
价格中位数为 9049 元/㎡，环比上涨 0.49%，同比
上涨 8.10%。
从西北五省会城市看，
西安房价涨幅最高，
环比
涨幅为0.71%，
样本均价为9475元/㎡；
银川环比上涨
0.34% ，样 本 均 价 为 5675 元/㎡ ；西 宁 环 比 上 涨
0.23%，
样本均价为6603元/㎡；
乌鲁木齐是唯一环比

兰州市城镇居民
去岁人均可支配收入
350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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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欧阳海杰）兰州市实现生产总值2732.94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2.1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014元，
同比增长8.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8元，
增
长9.4% ……2月10日，
记者从兰州市统计局了解到，
2018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兰州市经济
运行呈现总体平稳、
结构调整稳中有进、
质量效益逐步提升、
民生福祉不断改善的发展态势。

兰州市实现生产总值 2732.94 亿元
2018 年，兰州市实现生产总值 2732.94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42.98
亿元，同比增长 6.0%；第二产业增加值 937.98 亿元，同比增长 4.9%；第三产业增加值 1751.97 亿
元，同比增长 7.4%。
去年，兰州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14.98 亿元，增长 6%。去年兰
州市地区财政总收入 721.53 亿元，增长 7.43%。
兰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5.74%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稳定，
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11%，
其中民间投资增长 23.36%。
三次产业投资比重由 2017 年末的 1.27：11.93：86.80 调整为 1.60：8.47：89.93，一产比重上
升，二产比重下降，三产比重持续提高。
2018 年，兰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35.74%，全市商品房累计施工面积 4537.93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 2.96%；竣工面积 162.14 万平方米，下降 23.77%。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为 176.22
万平方米，
下降 19.15%。
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2.1 亿元
市场销售稳步增长，兰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52.1 亿元，
同比增长 7.4%。
按城乡地域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1158.88 亿元，同比增长 7.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93.21
亿元，同比增长 6.6%。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149.00亿元，
同比增长9.5%，
商品零售收入1203.08亿元，
同比增长7.1%。
兰州市 CPI 同比上涨 1.7%
去年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兰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7%。八大类
价格呈
“六升二平”
态势。其中，
食品烟酒上涨1.3%、
衣着上涨1.2%、
居住上涨2.8%、
生活用品及服务
上涨0.7%、
交通和通信上涨0.5%、
医疗保健上涨8.0%；
教育文化和娱乐、
其他用品和服务均持平。

下跌的城市，
跌幅为0.31%，
样本均价为8017元/㎡。
研究院研发中心总经理白彦军表示，
2019年1
月份，
中国多地房地产市场供应规模现
“小低潮”
，
百城新房价格稳中微涨。
对于今年楼市走势，白彦军认为，今年“稳”
字是房地产政策关键词，这意味着现有政策框架
会保持平稳态势。在此前提下，各地会更多因城
施策，针对现有制度进行优化，更好地保障理性
的需求进入市场，
这是有利于市场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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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张立芳

与癌魔抗争十五年

我于2004年7月25日在上海妇产科医院做了子宫全切除手术，
为子宫内膜癌，
同年9月17日在上海胸科医院做了右肺上叶切除手
术，
并切除了第四根肋骨，
诊断为肺腺癌。真是祸不单行，
在两个月
不到的时间里开了两次大刀。当时坐也坐不住，
更别想走路了，
连睡
在床上也不能动弹，
心情真是糟糕透了。但是我知道得了这个病心
情不能不好，
否则要影响自身的免疫力，
影响康复。但我也曾经绝望
过，
消极过，
所以我想一定要先调整好心态，
多回忆人生各个阶段中
美好的最开心的日子，
最终我还是站起来了。俗话说久病成医，
在与
癌症抗争的15年多的时间里，
将自己的康复点滴归纳如下：
第一、我要感谢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厂领导及亲
朋好友对我的关心，
给我信心。
第二、饮食方面。肺癌患者经过手术、放疗后，肺功能减弱，
常会感到呼吸困难，出现干咳、咳泡沫痰或痰中带血的症状，应多
食化痰止咳的食物，
如梨、莲子、百合、白萝卜等。
多吃清热、润肺、生津的食物。如莲藕、百合、银耳、莲子、茼
蒿、冬瓜、鱼腥草等。
食物要少而精。化疗期间，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食
欲缺乏等胃肠道反应，导致患者食量下降。因此，患者应选择高
热能、高蛋白的食物，
且保证饮食多样化。
第三、
调整好心态。还要注意睡眠，
睡眠比吃更重要。每天坚
持去公园锻炼身体，
打太极拳，
散步，
并与朋友广泛交流。另外我也
喜欢旅游，
不仅体会了天然氧吧带来的欢乐，
精神上也彻底放松了，
真是心旷神怡。
十五年来的风风雨雨，
使我深深体会到生命在于运动，
只有好
心情并知足常乐，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持锻炼身体持之以恒才
能战胜病魔。
（整理/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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