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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首座
纯电动汽车换电站
在兰州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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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王钊）4 月 16 日，记者从兰州市工信委获悉，近日，北汽新能源与兰州市交发建集团
在兰州联合启动了西北地区首座纯电动汽车换电站。本次启用的换电站采用“集装箱”式的建设方式，每座换电站可满
足超过 100 辆换电型纯电动车的运营需求。
据了解，
该换电站位于盐什公路雁白大桥桥下，
整个场站采用技术成熟的全锂电池换电技术。据介绍，
换电模式具备
诸多优势：
一是不改变驾驶员的能量补充习惯，
换电迅速，
只需 2 分 46 秒，
与燃油车类似；
二是保护电池使用寿命，
集中换
电，
由换电站控制统一的充电策略，
保护电池寿命；
三是集中式充电安全性较高；
四是运用城市的波峰和波谷电量，
更好地
利用能源；
五是一个标准换电站每天可服务 150 台以上车辆换电，
只占地 200 平方米左右，
极大地节约了土地资源。

孕妇羊水破裂
兰州交警开出生命通道

奶奶大意丢孩子
热心司机帮找回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
者张学江）
“谢谢你们，帮我们找到了小
孩。”4 月 16 日上午 11 时，兰州公交第四
客运公司 50 路车队办公室来了两位市
民，手里拿着一封感谢信，感谢驾驶员
仇云飞助人为乐的行为。
4 月 13 日下午 5 时 20 分左右，兰州
公交第四客运公司 50 路驾驶员仇云飞
驾驶自编号 4450 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
至西固枢纽站（终点站）时，从后视镜中
发现有一小女孩未下车，在座位上不停
哭泣。仇云飞询问小女孩，由于小女孩
怯生人，
只是不停地说：
“奶奶不见了，
奶
奶不见了……”仇云飞把小女孩带到站
房和当班站员刘敏一起安抚。小女孩情
绪稳定后，说出了她母亲的电话号码和
家庭住址。当班站员刘敏立即拨通了小
女孩给的其母亲电话，接通之后对方一
直认为是诈骗电话，
不愿意相信，
直到小
女孩和母亲通话后，
对方才相信。
原来，当日下午，奶奶带着孩子去
上课，由于车站人多，孩子上错公交车，
与奶奶走散了。

交警为孕妇开出生命通道。
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裴强 摄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裴强 通讯员谈新宇）4 月 16 日
上午 9 时 40 分许，兰州市龚家湾交警大队西果园中队塑料厂执勤人员接
到大队分指挥中心警令，有一辆来自临洮的车辆求助，称其车上有位孕
妇，
因羊水破裂，
情况十分危急，需紧急护送至省妇幼保健院。
接到警令后，正在执勤的西果园中队中队长段宝勇立即组织人员加
强辖区路段的疏导，并带领辅警马想周前往兰临高速路口接迎载有患者
的车辆。10 时整，载有孕妇的救护车驶出了兰临高速。简单的叮嘱后，
段宝勇驾驶警车为载有孕妇的救护车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不巧的是，在距离省妇幼最后几百米时，车流量特别大，堵车比较严
重，为了给病人争取时间，段宝勇果断跳下警车，跑步向前一边喊话，一
边疏导，很快为救护车打开了一条通道，载有危重孕妇的救护车安全到
达省妇幼保健院。

4 月 18 日起
83 路 85 路公交线路
延至九州东坪始发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师向东 实习生徐晗）4 月 16 日，记
者从兰州公交集团了解到，为完善九州地区群众的公交出行环境，自 4
月 18 日起，公交集团将对现运行的 83 路、85 路公交线路延伸 1 公里，进
入九州东坪公交场站始发。
据悉，83 路公交线路延伸后，由九州东坪终点站始发至现江南明珠
站点恢复原线路运行，沿途停靠站点不变，票价不变，IC 乘车卡仍可使
用。85 路公交线路延伸后，由九州东坪终点站始发至现天昱凤凰城站
点恢复原线路运行，
沿途停靠站点不变，
票价不变，IC 乘车卡仍可使用。

保利玫瑰花海展浪漫开幕
活动持续至22日 需要领票的市民别错过

春色明媚的 4 月，是不可多得的和家人、朋友踏春出游的好时节。4 月 14
日，保利国际玫瑰花海艺术展在保利·领秀山正式拉开序幕，红、橙、粉、紫、白
各色玫瑰争奇斗艳，
花香扑鼻。一早开展，
便吸引众多游人观赏。
“我很早就关注这个活
动了，之前的兵器展，航天展
我都带全家来过，在我印象
中保利每年都会举办几次大
型展览活动。这次也不例外，
带着父母和孩子来看玫瑰花
展，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呼吸
新鲜空气，我觉得是一个周末全家
出游的好地方。”一家五口前来游玩
的李先生说道。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佳的告白
场地。”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当天中午
13 时 14 分，有位男士找到了领秀山工作
人员，借用广播向心仪的女孩告白。
“我
们送给这位男孩一束现成的玫瑰花，鼓
励他勇敢说出口，也代表了保利对这对
情侣的祝福，这件事也给我们的活动增
添了一抹浪漫色彩和甜蜜的味道。”
现场除了玫瑰花展，主办方还准备
了各种游玩、体验活动，领略初春风情的
同时，一路欢歌一路笑语。当天，记者用

镜头记录到了诸多的欢乐场景，孩子们
站在风车田里摆着各种造型；穿着舞蹈
服的阿姨们在花丛中列队合影，更有大
批的摄影爱好者拿着专业器材参与摄影
比赛。
自保利进入兰州以来，一直秉承着
为兰州带来更多丰富精彩的生活这一理
念，为兰州带来过诸如“兵器展”
“ 国宝
展”
“航空航天展”
“风筝节”等大型城市
级节日活动。今年举办的 2018 保利国
际花海艺术节，本着让环境愈加美丽，空
气更为纯净的造城初心，致力为兰州城
市注入新鲜活力，为金城礼献又一场城
市级活动。
此届保利玫瑰花海展将持续至 4 月
22 日，目前，玫瑰花海艺术展加印门票
如约启动全城派票。为了保证市民的参
观质量，在展览期间将严格执行凭票入
场的措施，市民需提前领取展览门票，以
免影响观展。
（文/图 王思璇）

活动门票领取方式：1.保利·领秀山售楼处；2.保利·领秀山微信公众号通道；3.兰州
晨报社（白银路 123 号新闻大厦 1203 室）。
活动乘车：始发站:安宁区培黎广场天桥西侧。终点站：保利领秀山金茂街公交中心
（鲜花展 BRT 专线周末半小时对发，
周内一小时对发）

到店客户达往日新高

都市时空
“特价秒杀”活动圆满结束
4 月 14 日中午 12 时，都市时空举办了“首
届‘3·15 诚信商家’授牌仪式”大型活动。此
次活动属于特价秒杀，仅限 4 月 14 日当天。
为了此次授牌庆典，都市时空特别推出全
场三大亮点优惠，感恩回馈新老客户：现场前
30 名客户只需订购整装 8.0，就可享省台特权
礼（交 1 万 抵 3 万 金 锤 样 板 间 特 权 卡 、价 值
1888 元黄金首饰、主材客厅大地砖或木地板
以及集团样板间补贴礼）、参与特价秒杀以及
现场抽奖环节。全场火热抢购，豪装豪礼，礼
品丰厚，优惠一步到位！
据了解，现场的一部分老客户是被此次活
动的三大亮点优惠所吸引，同时也吸引了不少
新客户到店。活动从授牌仪式开始，现场就已
人群聚集。在授牌仪式进行阶段，省电视台负
责人与都市时空以及集团出席的各位领导一
一致辞，并对今后两方的合作达成共识。随
后，由省电视台负责人为都市时空颁发“3·15
诚信商家”奖牌。
当天，需要装修的客户，全程由私人定制
设计师、设计助理及金牌施工工长陪同，分别
对套餐、选材、家具、施工工艺及设计风格进行
详细介绍。现场时不时就能听到播报客户签
单的喜悦声。现场还有金牌工长巡场,为客户
打造健康环保、施工有保障的专业品质房，真
正让客户家装无后顾之忧。
陆续签单的客户不仅选购到自己满意的
装修套餐，还获得现场好多惊喜豪礼。洋溢着
签单礼炮声、热烈的掌声、金蛋砸裂声以及签
单后幸福的喜悦声，一天的活动结束时，都市
时空到店客户已达往日新高，当日签单量占到
店总人数的 99%。
（王思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