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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溧城际将于本月底开通运营
在空港江宁站与 S1 线同台换乘，从南京南站到无想山每天有 3 趟直通车
扬子晚报讯（记者 仇惠栋）自
上月 20 日开始不载客试运营后，
宁溧城际距离正式开通越来越
近。南京地铁 S7 号线已于 5 月 13
日开始试运营评审。预计本月底
开通运营，届时市民可以从南京南
站坐车一路到无想山。

男子开“滴滴”
撞车后逃逸
一查还是用他人车牌注册的

空港新城江宁站至无想
山站发车间隔 14 分钟
南京地铁 S7 号线（又称宁溧
线）是南京地铁第十条建成运营的
线路，途经江宁区和溧水区，线路
北起空港新城江宁站，经南京空港
枢纽经济区、南京溧水经济开发
区，沿秦淮大道穿越溧水主城区，
南至无想山站。
在建宁溧线全长约 30.787 公
里，其中地下线 10.839 公里，高架
线 18.250 公 里 ，过 渡 段 0.803 公
里，路基 0.895 公里。线路共设 9
座车站，其中 5 座地下站、4 座高架
站。宁溧城际新建的 9 个站点分
别为空港新城江宁站、柘塘站、空
港新城溧水站、群力站、卧龙湖站、
溧水站、中山湖站、幸庄站、无想山
站。宁溧城际标志色为薄红梅色，
车站内饰也采用了薄红梅色的主
题色。
宁溧城际与机场线相连，在空
港江宁站实现同台换乘。S1 号机

场线将延长一站，从南京南站运行
至空港新城江宁站。空港新城江
宁站至无想山站全天发车间隔为
14 分钟。宁溧城际全天运营时间
为 6：
00 至 22：
00。
宁溧线的票价表也于日前曝
光，该票价表显示：中山湖站至柘
塘站 4 元；中山湖站至空港新城江
宁站 5 元；中山湖站至南京南站、
新街口站 9 元；根据推测，溧水站
至南京南站预计 8 元。

南京南站到无想山站每
天有 3 趟直通车
值得期待的是，宁溧城际正式
通车后，南京南站与无想山站之
间，每天开行 3 趟直通车，列车均
为 S1 号线 6 节编组，在空港江宁
站停站不换乘，这将大大方便市民
在溧水与主城之间往来。空港新
城江宁站至无想山站单程运营约
需 35 分钟，从南京南站到无想山
站大约需要 75 分钟。

扬 子 晚 报 讯（记 者 梅 建 明
通讯员 张爱国）记者从南京江宁
东山交警中队获悉，该中队日前
查获一起
“假牌”
滴滴司机的交通
事故逃逸案件，并将肇事司机孔
某抓获归案。
据民警介绍，5 月 4 日下午，
在江宁东山上元大街上，一名滴
滴司机在载客运行途中碰撞到一
辆电动车。事故发生后，司机本
应保护现场，救护伤者，并及时报
警。然而，这位司机却强行将乘
客赶下车，自己驾车逃逸。受伤
的电动车主报警，东山交警中队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滴滴平
台核实肇事车辆系苏 A 牌照的
小型轿车。随后，民警通过牌照
在公安平台核实，发现该牌照是
一辆长城小型轿车，车主为南京
六合区人。然而，这辆车的车主
称自己的车辆根本就没到过江
宁，而民警通过车辆轨迹核查，证
实该车确实没到过江宁。到此，
民警发现肇事车辆在滴滴平台注
册的车辆信息完全不符。
民警通过事发沿线的监控一

路核查，终于确认实际肇事的滴
滴车辆是一辆豫 A 牌照的北京
现代牌车辆，车主是河南人。经
过侦查，警方最终将肇事司机孔
某抓获。
据孔某交代，他来江宁打工
多年，闲暇时间通过滴滴挣钱，自
己名下有辆豫 A 牌照轿车，因为
外地牌照不能在南京注册滴滴，
孔某就让朋友利用假的苏 A 牌
照信息注册了滴滴。
交警提醒：由于网约车平台
信息管理还不尽完善，驾驶人和
车辆信息不符情况时有发生，乘
客一旦发生意外情况，给民警侦
破带来许多困扰。为此，市民在
乘坐滴滴时，要认真核对滴滴平
台与实际车辆信息，谨防滴滴车
辆信息注册不符的司机，遇信息
不符拒绝上车，并及时报警和向
平台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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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怕贵、怕疼、怕恢复慢？
任势雄 3 分钟舒适种牙受青睐
拨打 86726666 报名康贝佳 5 月 18 日种植牙活动，享特价种牙惊喜
帮妈妈预约了该院母亲节活动的
名额，想帮妈妈种一口舒适好牙！
原本担心种牙会很贵的黄阿
姨，因为正赶上康贝佳口腔医院
联 合 种 植 牙 材 料 厂 家 推 出“1000
颗奥齿泰种植体免费送”活动，所
用的种植体全部免费，整体算下
来省了好几万，让她直呼很划算！

更大，阵容更强。当天除了韩国微创即刻
种植牙专家任势雄、康贝佳集团种植牙技
术总监胡华分将分享国际先进的种牙技术
外，备受南京市民喜爱的相声演员陈峰宁
老师也将亲临现场，义务当起“宣传员”，为
大家讲解口腔健康和及时种牙的重要性。

当然，现场更少不了大家期待的免费
送种植体、砸金蛋等多重优惠，并随机抽取
液晶电视、电饭煲等大奖。相信这将是一
场既有专业性、知识性，又充满趣味性的大
型活动，一定会让每一位参与的缺牙患者
满载而归！

老人种牙怕疼怕恢复慢？
康贝佳多重保障舒适种牙
陈峰宁老师到康贝佳看牙

编前：随着康贝佳“精准种牙、笑口常
开”——探秘种植牙大型活动的临近，报名
也呈现白热化的状态，为了能抢到现场名
额，有些心急的缺牙市民因为拨打爱牙热线
86726666 总是占线，便拿着报纸直接到康
贝佳口腔医院领取入场券。据了解，活动现
场除了可听有 20 多年种植牙临床经验的韩
国专家任势雄、康贝佳种植牙技术总监胡华
分等带来专业知识外，还能与国家一级演
员、南京知名相声演员陈峰宁老师面对面！
通讯员 璇子

缺牙不能忍、拖、扛
领免费植体早种牙更省钱
很多老人缺牙之后，对策就是三个字：
忍、拖、扛。家住清凉门的黄阿姨从刚开始
只有 1 颗缺牙，几年内就拖掉了 5 颗不说，
饭也越吃越少。看着日渐消瘦的母亲，黄
阿姨的女儿很担心，无意间了解到康贝佳
专注种植牙多年，更有中、韩、德、意等多国
种植牙专家组成的专家团，她赶紧打电话

因为年龄增长造成的身体机
能下降，老年人对创伤和疼痛特
别敏感。很多老人由于害怕疼痛，一直不
敢前往医院种牙。为此，康贝佳口腔医院
通过抽取患者自体血液，并从中萃取出血
纤维蛋白，然后单独或加入自体牙骨粉后
再添加到种植区域，不仅能解决牙槽骨萎
缩的种牙难题，还能为创口提供丰富营养，
加速骨结合和创口愈合的同时还能消炎、
止痛。
而任势雄擅长的微创即刻种植牙，利用
3 毫米左右的创口即可植入种植体，两三分
钟就能种好一颗牙，倍受老年患者欢迎,多重
保障让种植牙从此变得轻松舒适。

中外种牙专家联袂亲诊
陈峰宁担当爱牙
“宣传员”
为感谢市民多年来的信任和支持，康
贝佳口腔医院多次举办大型种植牙活动，
每次都人满为患。和之前的活动相比，18
日将在新庄展览馆举办的种植牙活动规模

时间：5 月 18 日上午 8:30
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
①相声大师、国家一级演员陈峰宁，现场对话韩国 WISE 齿科院长任势雄、
康贝佳集团种植牙技术总监胡华分，带您探秘微创种植牙；
②报名参加活动可于当天领取爱牙礼包一份（需提前到院领取入场券，目
前仅有少量剩余，先到先得）；
③1000 颗韩国奥齿泰种植体免费送（6 月 30 日前，每天 15 颗，不限年龄，送
完为止，详情咨询院内）；
④种牙最高送国际游大礼；
⑤当天种牙砸金蛋赢取种植牙现金券；
⑥随机抽取 55 寸液晶彩电、美的电饭煲、精品旅行箱等幸运大奖。

新模范马路 46 号（南邮大厦旁）
86726666 旗舰院：
河西院：江东北路 313 号（省妇幼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