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7

发布

2018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二

责编 田辉成 编辑 邢剑扬

4 月 10 日零时起
中铁兰州局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王思璇 通讯员强科） 3 月 12 日，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兰州局集团将于 4 月 10
日零时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
涵盖高铁、
普速、
城际铁路，
涉及增开列车、
列车运行区段变更、
列车经由改变等多个方面。

增开普速列车 3 对
增开乌鲁木齐～敦煌 K992/
89/92 K991/90/91 快 速 列 车 1
对，
经兰新线、
敦煌支线运行；
增
开金昌～陇南 T9878/7 次特快
列车 1 对、金昌～兰州 T6612/1
次特快列车 1 对，
纳入列车运行
图；
安排
“环西部火车游”
兰州至

敦煌列车 Y681/4、Y683/2 次列车
1 对，具体开行时间以客运需求
为主。

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对
增开兰州西～北京西G4016/
5次列车1对；
增开兰州西～天水南
D9812/1、
D9814/3次动车组列车2

对。

列车运行区段和经由变更 5 对
天津～西宁 K888/5、K886/7
次运行区段调整为天津～兰州
西，
运行径路呼和浩特局古营盘
至北京局孔家庄间改经由京包
线运行；伊宁～西安 K680/79 次

40 天铁路春运落下帷幕

运行区段调整为乌鲁木齐～西
安；南宁～西宁 K748/9 K750/47
次运行区段调整为南宁～张家
界，车次改为 K748/7 次；银川～
北京 K1178/7 次、乌鲁木齐～北
京 Z180/79 次，呼和浩特局古营
盘至北京局孔家庄间改经由京
包线运行。

增开中川城际列车 5 对
为满足中川铁路突发情况
出现客流积压应急需求，
在现行
图定开行 11 对城际列车基础
上，
增开兰州西至中川机场间应
急运行线 5 对，具体开行时间以
客运需求为主。

城关地税二局
“最多跑一次”工作全力展开

兰州四大站合计发送旅客 276 万余人次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王思璇）3 月 12 日，2018 年春运正式落下帷幕。记者从兰
州火车站获悉，自春运开启截至 3 月 11 日，兰州站、兰州西站、中川机场站、兰州新区站共发送
旅客 276.69 万人次，同比增加 38.66%。其中，兰州站发送旅客 147.56 万人次，同比增加 0.98%。
据兰州车站售票车间副主任郭亚利介绍，3 月 12 日是春运最后一天，目前从售票情况看，从
当天开始，客流已略有回落，务工客流还将持续一阵，西去乌鲁木齐、拉萨方向客流比较大。其余
方向各次列车票额还是比较充足。同时，今年清明小长假自 4 月 5 日起至 7 日，火车票已于 3 月 7
日开始发售，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通过网络或电话尽早购票。
又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王思璇 通讯员杜鹏）3 月 12 日，记者从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获
悉，3 月 25 日起，
民航将开始执行 2018 年夏秋季航班计划。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计划新开通兰州至大同、
陇南、
巴彦淖尔、
襄樊、
万州、
常德、
衡阳、
邵阳、
阿勒泰、
石河子、
吐鲁番、
伊宁等12座城市的航线航班。新引入九元、
金鹏两家航空公司向甘肃航空市场投入
运力，
此外，
还将加密兰州至乌鲁木齐、
杭州、
南宁等城市的航线航班。换季完成后，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
累计执行客运航线将达到176条（国际、
地区12条），
通航城市96 座，
运营航空公司累计达到38家。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通讯员王建 张守科）
“贯彻‘营
商环境优化建设年’和‘放管服’改革突破年要求，落实‘最多跑
一次’承诺，规范、便捷、高效、文明服务纳税人”，3 月 1 日早晨，
当纳税人进入城关地税二局办税大厅办税时，映入眼帘的便是
这条醒目的标语。这是兰州市地税系统推行纳税人到地税机
关办理涉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服务的第一天。城关地税二局
“最多跑一次”工作全力展开。
据了解，为确保“最多跑一次”服务全面开展，该局加强对
外宣传，通过短信平台等推送相关信息，在网站公开业务清单，
利用微信公众号、税企微信、QQ 群发布二维码广泛进行宣传。
同时，加强对内培训和服务提升，建立办税大厅和管理分局无
缝对接、专人联络、畅通无阻的沟通协调机制。

时光整形致广大求美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各位求美者：
你们好！
在今年的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兰州时光激光整形美容医院将举办主题为“安心医美·品质时光”的开放体验
日活动。在本次开放体验日活动中，时光将招募５位整形失败的案例进行免费修复打造。对于其他有整形修复需求的求美者，
时光也将提供 50%的修复援助基金。

A

整形市场鱼目混珠，必须到正规机构整形
随着医美市场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伴随着一些
“毒瘤”
的出现——黑市。
主要体现在
“三非”
上，
即：
非正规机构，
非专业医师，
以及非权威机构认证产
品。这些毒瘤的横行，
影响了市场的规范运行与消费者的正确选择。很多地
下培训黑机构只需交几千元的培训费，
再经过一天的
“理论课”
学习，
零基础
的学员就可以
“持证”
上岗或开店，
不仅没有医疗规范，
连注射的药品也都是
假货！200 元 1 支假玻尿酸，
注射后卖 3 万；
微整形工作室和后厨相连，
遍布
油烟；
拿鸡腿练手，
几天就能速成！这些非法医美机构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只
能跑路，
有的女性甚至因为轻信黑机构而失明或者毁容，
后悔莫及。
据了解，80％以上的注射美容事故都是采用假冒伪劣材料，混杂了奥
美定、硅油、骨粉之类的国家禁用品。2015 年 3 月 3 日，兰州时光整形美容
医院联合全球四大医美注射品牌成立了注射产品正品联盟，旨在号召医疗
机构及消费者坚持使用正品，共同肃清假货、水货给求美者带来的安全威
胁，维护求美者的利益，给求美者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行业环境。与此同
时，时光整形自开业以来陆续引进各类国际精尖设备，造福广大求美者。
为打造品质化、专业化、精品化医美，时光不遗余力。

B

时光用严谨的态度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时光整形美容医院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广大求美者提供高品质的塑
美产品和服务，以用户满意为己任，不断优化和丰富塑美产品结构，严格筛选塑美产品供
应商。用精湛的技术、严谨的态度、合理的价格，为求美者变美提供材料和技术的双重有
力保障。术前，医生为求美者展示材料，可阅；术中，医生教求美者鉴别真伪，可查；术后，
使用产品编号一对一品质保证，
可寻。
近年来，整形修复已经成为了整形行业关注的热点话题，任何与时光集团一样有良
知的医生及医疗企业都会痛心每年有数十万的爱美女性因为形失败而陷入痛苦。为了
帮助整形失败的人重塑美丽，在本次“安心医美·品质时光”的开放体验日活动中，时光将
招募５位整形失败的案例进行免费修复打造。对于其他有整形修复需求的爱美者，时光
也将提供 50%的修复援助基金，为那些因容颜受损、整形失败等需要救助的人提供技术
和医疗援助。

C

欢迎求美人士光临“开放日”现场
时光整形一直以来恪守正品原则，用精湛的技术，严谨的态度，合理的价格，服务于
美，服务于心。作为大型医美标杆性机构，此次开放日是一件大事，除了医院自身严格监
控，亮出整个医院的规模、流程、服务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底线展示在公众面前，接受社会
的公开检验。
时光整形作为整形美容行业的大型机构，此次媒体开放日，实为整形行业起到了安
全的塑美的带头作用。在整形行业不能只追求一时的快速发展，一时的利益，我们需要
追求可持续发展。时光要坚决避免和杜绝不正规医疗行为，使时光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行
业典范。
最后，我们再次诚挚邀请您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上午 10 点莅临时光参观指导，为广
大求美者书写自信和美丽！
您的出席，
我们将不胜荣幸！
兰州时光激光整形美容医院
2018 年 3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