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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绿之铃要点

因计划检修，以下出线需
要停电，请有关用户做好生活
和工作方面的安排。

● 9月 02日8:30～17:30
乌素图962滨海Ⅱ回线

停电范围：天骄领域、左右
城带用户

● 9月 02日 8:30～17:00
乌素图变951甲反恐Ⅰ回线57#
杆后段

停电范围：千帅材料厂、乌
素图保障性住房、乌素图新村、
青鹰水泥厂、诺德龙湾、回民区
交警队、中铁十六局、时光城、
内蒙古大天房地产有限公司、
新西蓝住宅小区、慧谷兰庭、恒
大雅苑、众力盛水泥、紫御兰庭
等用户

● 9月03日7:00～19:30 海
东变952东影路线

停电范围：国泰小区、中行
宿舍、朗域、草菁菁等用户

● 9月03日7:00～19:30 兴
安变951东影路线

停电范围：乌兰小区、祖光
小区、昭君花园、富泰热力、二
药厂、桃园小区等用户

● 9月03日7:00～19:30 兴
安变952展西路线

停电范围：瑞光房地产、统
战小区、春华水务、三十九中、
赛外幼儿园、文化大院、漆包线
厂、唐人街等用户

● 9月 03日 7:00～19:30
兴安变967兴泰线

停电范围：超艺楼、妇女儿
童保健中心、铸管小区、法制日
报小区、嬉水配电室、统建楼、
保险公司家属楼、七三二五厂、
长乐宫等用户

● 9月 03日 8:30～18:30
黄合少变913河西线

停电范围：西讨速号、郊区
林场、古生园林、花园佳缘、麻
什林场、格此老、航天中学、河
西新村、河西乡镇府、西黄河少
村等用户

● 9月 03日 8:30～18:30
北郊变951奋进路线1#KB柜962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维多利橄榄城、
金色华府等用户

● 9月 03日 8:30～15:30
发展变960金海Ⅰ回线

停电范围：呼准铁路调度
中心大楼、雅格时代城、丽苑阳
光西城、河西置业、天俊房地产
等用户

● 9月 03日 8:30～15:30
发展变957金海Ⅱ回线

停电范围：BOBO悠乐城、
宽城、晟泰热力、金川分局、民
和文苑、金川新城、超高压办公
楼、超高压宿舍楼、修造厂、金
川热力、泰和房地产、内蒙古焊
工培训基地、通达驾校等用户

● 9月 04日 8:00～19:00
学院变951甲兰板线

停电范围：奎素村、甲兰板
村、乔家营、罗家营等用户

● 9月 04日 8:30～12:00
西郊变929丙化工路线68#杆后
段

停电范围：泰禾小区、筑家
小区、七职宿舍、清水湾小区北
区、吉利小区、金峰地产、回民
区卫生局等用户

● 9月 04日 8:30～18:30
金桥变952大黑河线

停电范围：税务局、戎嘉羊

绒、市气象局、建蒙地产、儿童
福利院、集宁再生、天威地产、
内蒙残联、康馨家园、吉美地
产、市容小区、华清苑、赛罕地
产、左岸阳光、污水处理、东大
黑河、蒙海地产、锦绣佳园、邪
教办、美的家园、众合家园、质
量监督局、景观花园等用户

● 9月04日8:30～18:30 金
桥变953佳园线

停电范围：金城小区、元和
地产、泓森建筑、金桥水厂、世
纪青城、闽辉物业、经贸厅、金
桥佳园、呼市日报、金河湾、维
多利超市、新雅小区、粮储局等
用户

● 9月 04日 8:30～18:30
金桥变964桥昭线

停电范围：九州通药业、森
港地产、民智苑、金桥小学、金
叶、建蒙地产、市气象局、前巧
报、和泰房地产、世纪青城、丁
香渡、蓝泽小区、城建局等用户

● 9月 04日 8:30～18:30
金桥变967女监线

停电范围：景苑小区、戒毒
所等用户

● 9月 04日 8:30～19:30
昭君变958桃花线1#环网柜951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沟子板村、小讨
卜齐等用户

● 9月05日8:30～18:00 南
郊变954污水线

停电范围：农科家园小区、
富丽城、天艺地产、玉泉大厦等
用户

● 9月 05日 8:30～18:30
白塔变914白太线

停电范围：太平庄医院、中
铁六局、腾家营村、绿源房地
产、白塔村等用户

● 9月05日8:30～15:30
发展变954天佑线

停电范围：景嘉园、金厦广
场、惠能玻璃厂、霍寨村、泰和
熙地、水榭花都小区、金川国
际、金川新城、市政工程沥青
厂、高级公路管理处、新开元房
地产等用户

● 9月 06日 8:30～16:30
北郊变955铸锻线HW-1环网柜
95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祥和小区、盛泰
雅园小区、团结糕点厂、内蒙古
铸锻总厂、新希望小区、动力机
宿舍、华源小区、供电宿舍等用
户

● 9月 06日 8:30～18:30
陶卜齐变955太平庄线

停电范围：阳曲夭、中铁六
局天津铁路、古力板村、黑沙
图、前乃莫板村等用户

● 9月 06日 8:30～19:30
友谊变962高红线

停电范围：西菜园、西苑家
园、塞外名苑等用户

● 9月 06日 8:30～19:30
友谊变963塞外线

停电范围：永兴达小区、辛
辛板村、洪兴建材、园丁小区等
用户

● 9月 06日 8:30～19:30
友谊变958西河线

停电范围：汇豪天下、印象
江南南区、观音庙、大召寺、土
默特学校等用户
● 9月08日8:00～19:00 学院
变958野马图线

停电范围：内蒙古纪委监

察厅等用户
● 9月 08日 8:00～19:00

白塔变911大学城Ⅰ回线
停电范围：内蒙古纪委监

察厅等用户
● 9月 08日 8:00～19:00

白塔变921大学城Ⅱ回线
停电范围：呼和塔拉会议

中心等用户
● 9月 09日 8:00～19:00

鸿盛变955塔利线
停电范围：生盖营、塔利

村、穆斯林公墓等用户
● 9月 09日 8:30～17:30

友谊变965丰州路线
停电范围：人民公园、园林

处、塞宝公司、内蒙食品公司、
额尔敦火锅、沃龙加商务公司、
国贸大厦、城发大厦、青城华府
等用户

● 9月 10日 8:30～18:30
金桥变966桥保线

停电范围：筠泰地产、前巧
报、审计厅、阳光小区、蒙东电
力、英派斯健身、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市档案局、蒙元骑士、
蕴秀园、公务员小区、市卫生
局、金港湾等用户

● 9月 10日 8:30～15:30
发展变953枫林线

停电范围：半山半水小区、
公元大道、鑫行达房地产、雅格
时代城、熙园地产、呼市公交公
司、天佑花园、奇源房地产、民
和文苑等用户

● 9月 10日 8:30～15:30
金川变953远景线

停电范围：花样年华、旺地
华府、金润华府、华晶盐业包装
有限公司、商法学院、丽雅丽公
司等用户

● 9月 10日 8:30～15:30
金川变960希望线

停电范围：晟纳吉光伏等
用户

● 9月 10日 8:30～15:30
金川变959晟纳吉线

停电范围：晟纳吉光伏等
用户

● 9月 10日 8:30～18:30
友谊变964石羊桥线

停电范围：五塔小区、二十
六中、疾控中心等用户

● 9月10日8:30～18:30 南
郊变957西园线

停电范围：富贵地产、鼎丰
丽景等用户

● 9月11日0:00～7:00 东
郊变924远五纬线

停电范围：巨华小区、城建
大厦、规划局、煤炭厅等用户

● 9月11日8:00～19:00 白
塔变915南店线

停电范围：黑土凹、德德玛
艺术学校、巴彦街等用户

● 9月11日8:30～17:00 光
明变951四合兴线

停电范围：天聘商贸公司、
桃园会馆、光明路小学、金园小
区、光明路办事处、呼运小区、
铁路小区、回民体校、长实公
司、三仁地产、监狱宿舍、金太
阳大饭店、云鼎商业中心、丽江
国际小区、医学院宿舍、温州机
电城、机电公司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7:00
光明变952南马路线

停电范围：医学院宿舍、电
视厅宿舍、战备路、文化局大
院、供电局宿舍、呼铁局、铁路

宿舍、观府小区、源海电力花园
小区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7:30
北郊变951红山口线

停电范围：泰和尚都、厂汉
板小区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8:30
鼓楼变951指挥线

停电范围：凯域地产、消防
指挥中心、水木年华、春华景
致、长融地产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8:30
鼓楼变952辛家营线

停电范围：西鼓楼村、东鼓
楼村、秀水小区、三O师、建胜苑
小区、纪检委、辛家营、三仁房
产、隆基房地产、合林村、后三
富村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8:30
鼓楼变953融发线

停电范围：东达地产、滨河
湾餐饮、曦茂地产、春华水务、
奥登地产、万盛地产等用户

● 9月 11日 8:30～18:30
友谊变952吕祖庙线3#环网柜
95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新民街、金旺角
市场、碧海云天、结核医院等用
户

● 9月12日0:00～7:00 东
郊变915南航线

停电范围：春华水务、天津
汽车、东河广场、交通枢纽、低
碳大厦、民小、前不塔气村等用
户

● 9月12日0:00～7:00 如
意变952汇展线

停电范围：奈伦国际、内蒙
古万正房地产等用户

● 9月 12日 8:30～18:30
如意变955朝阳线

停电范围：雅世春华、呼铁
物流、博园地产、监狱管理局、
前不塔气、后不塔气村、什兰岱
村、大厂库伦等用户

● 9月 12日 8:30～19:30
南郊变971水磨线

停电范围：吉泰地产、天艺
房地产公司、坤泰房地产公司
等用户

● 9月 12日 8:30～18:30
南郊变972塞外线

停电范围：六中、送变电宿
舍、丽日花园小区、坤泰地产、
鼎丰地产等用户

● 9月 12日 8:30～15:30
金川变957乌素图线#29杆后段

停电范围：西部天然气、刀
刀板小区、亿丰检测站、66471
部队、呼市金海置业有限公司、
国药公司、百联雄业商储公司
等用户

● 9月16日0:00～7:00 如
意变953讨号板线

停电范围：奥登房地产、富
恒广场、讨号板新村等用户

● 9月 16日 8:30～18:30
裕隆变958隆盛线24#杆后段

停电范围：巨东房产、远鹏
房地产、沙梁子、姜家营、呼阀
科技公司等用户

● 9月 16日 8:30～19:30
南郊变961中山线1#环网柜951
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金熙家园、附件
厂小区、天翼房地产、东达房地
产、满都拉宾馆、天望房地产等
用户

● 9月 16日 8:30～17:30
鸿盛变951高职Ⅰ回

停电范围：呼市职业学院
等用户

● 9月16日8:30～17:30 鸿
盛变963高职Ⅱ回

停电范围：内蒙古鑫厦房
地产等用户

● 9月17日0:00～7:00 如
意变951天骄线

停电范围：中服派达、通和
公司、世和大厦、乌兰财富中
心、政府小区等用户

● 9月17日0:00～7:30 友
谊变953通道街线

停电范围：义务商城花园、
回民区招待所、鸿烨楼、清真华
寺、景观小区、祥和小区、阿拉
伯宫、回民医院、草原牧歌、世
奥大厦等用户

● 9月 17日 8:00～19:00
陶卜齐变956保和少线

停电范围：保和少村、大窑
村、水磨村、奥淳酒业、东干丈
村、西干丈村等用户

● 9月 17日 8:30～18:30
东变954电机线1#环网柜953开
关后段

停电范围：金都园、电机小
区、电动小区等用户

● 9月 17日 8:30～18:30
海东变958北垣线

停电范围：建宇房产、供电
宿舍、橡胶厂宿舍、江涛房产、
绿华宾馆、昕家园、天地太和等
用户

● 9月 17日 8:30～18:30
金桥变961庆宇线

停电范围：蒙昆小区、正佳
地产、祥泰地产等用户

● 9月 17日 8:30～18:30
南郊变958公园西路线

停电范围：航天小区、荣
校、蒙西地产、亚辰地产等用户

● 9月18日0:00～7:00 东
郊变911成果线

停电范围：亿峰岛、党政小
区等用户

● 9月18日0:00～6:30 光
明变953车站街线

停电范围：幸福易居小区、
朝聚眼科医院、华月楼饭店、朝
聚东、聚友房地产、元和大厦、
送变电加工厂宿舍等用户

● 9月18日0:00～6:30 光
明变958大庆路线

停电范围：信号厂宿舍、呼
铁菁华园、兴旺小区、光明小
区、供电局回民分局、电厂宿
舍、电子设备厂、铁路宿舍、阳
光小区、新希望小区、动力机小
区、尖峰地产等用户

● 9月 18日 8:30～18:30
航天变953苏木沁线

停电范围：合力砖厂、南地
村、美岱果园、二十家村、辛庄
子、太平庄、大和砖厂等用户

● 9月 18日 8:30～19:30
中心变966滨河路线

停电范围：亚辰房地产、北
方电力等用户

● 9月 18日 8:30～19:30
海东变951南店线

停电范围：鲁桥置业、新城
区公安局、新城区检察院、新城
区法院、加州华府、滨海二中、
曙光中学等用户

● 9月 18日 8:30～19:30
中心变958满都海线3#HW柜
95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教育学院、党校
宿舍等用户

● 9月 18日 8:30 ～19:30
兴安变953艺术街线

停电范围：人防办公室、万
德花园、第三医院、市容管理局
等用户

● 9月19日0:00～6:30 科
尔沁变957都景线

停电范围：名都和景等用
户

● 9月19日0:00～7:00 泰
安变9506西把栅线

停电范围：巨华集团、大台
村、蒙中医院等用户

● 9月 19日 8:30 ～17:00
友谊变954宽巷子线

停电范围：瑞福祥、福成肥
牛、坤源房地产公司、民族大
厦、电信局、友谊服装厂、司法
厅、九鹏广场、北门广场、公安
学校、银贺五金、祥和广场、义
乌分市场、假日酒店、温州步行
街等用户

● 9月19日8:30～19:30 赛
马场变967高速路线

停电范围：新苑小区、山水
小学、上新营村、下新营村等用
户

● 9月19日8:30～18:30 陶
卜齐变953二十家线

停电范围：潮岱村、口克
板、榆林村、河南村、石门沟、东
夭子等用户

● 9月19日8:30～15:30
西郊变929洪津线#110杆后段

停电范围：一间房村、消池
子村、讨号村、东甲兰村、伊泰
呼准铁路煤厂、香春园公司等
用户

● 9月 19日 8:30 ～19:30
南郊变953建华线

停电范围：烟厂宿舍、工艺
美术厂、北方电力、七职中学、
林业设计院等用户

● 9月19日8:30～19:30 中
心变957体育场线

停电范围：水利厅、广播
局、中医院宿舍等用户

● 9月 19日 8:30 ～19:30
赛马场变960石新线

停电范围：天育星园、亲亲
我家、铁木真小区、奥迪4S店、
府兴营等用户

● 9月20日7:00～19:30 新
华变967塔拉线

停电范围：中医院、科林热
力、邮校、市委、丽景小区等用
户

● 9月20日8:30～19:30 南
郊变951五里营线

停电范围：蓝宇花园、仕奇
小区、元件五厂、万锦逸城、送
变电宿舍、工读学校等用户

● 9月20日8:30～18:30 金
桥变956宏光线

停电范围：通辽驻呼办、
建友建筑、祥泰房地产、旺地
嘉华、赛罕大厦、金宇星城、神
华地产、赛罕公安局、赛罕检
察院、赛罕法院、后巧报新村、
馨康花园、东营子、西营子、正
营子、正佳地产、中鼎置业等
用户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机
的用户，必须高度重视安全，严
禁向停电的检修线路倒送电。
2、工作结束后有可能提前送电,
严禁未办理工作票擅自检修线
路设备。3、如遇恶劣气候，停电
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通知

绿之铃又名情人泪、
佛珠吊兰，是非常常见的
多肉植物，开花只有黄豆
大小，但是花朵清新脱俗，
深受多肉爱好者们喜爱。

绿之铃养护要点比较
简单。它喜光，但不喜强光
直射，夏季适当遮阴，其他
季节可放在阳面窗台，接
受充足光照。它属于垂挂
植物，在吊盆里挂起来养
观赏性更佳。生长适温
15~25摄氏度，冬季不能低
于5摄氏度。

绿之铃是多肉植物，

浇水不能过勤，应遵循干
透浇透的原则，约半个月
浇水一次即可。它对土壤
要求不严，疏松透气、排水
良好、富含腐殖质即可。可
用泥炭土、园土和河沙配
制，在“懒人土”中长势良
好（“懒人土”配制方法见
2017年8月19日《北方新

报》16版）。基肥充足的话，

生长期一般不再额外追
肥。它的根系很浅，适合浅
盆栽培。如果用深盆，浇了
水下面的土不容易干，会
影响花卉生长。

绿之铃生长较快，藤
条容易长得又长又密，应
及时修剪，剪去干枯、瘦
弱、过密的藤条。它的藤条
可以直接扦插。扦插也非

常简单，剪取几段10厘米
左右的健壮藤条，尾部撒
薄薄的一层土浅埋即可，
甚至可以不用埋土，直接
放在花盆里也可以。它的
藤条极易长出气生根，靠
近土壤表层的气生根会逐
渐钻进土中扎根，并长成
新的植株。

文·摄影/文 远

绿
之
铃
开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