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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凌晨蹲点济南公交各场站，直击战疫中的城市“摆渡人”

连夜张贴溯源码，提醒乘客扫码

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编辑：于海霞 组版：侯波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溯源工作开展，3月
31日起，济南公交全面推行扫码乘车。4月1
日，济南公交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答疑。

1 .扫码乘车和信息登记有什么区别？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济南公交强化信

息登记。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乘车时需
进行“一车一码”的扫码信息登记；一种是
部分IC卡群体需要对卡片进行信息登记。
两种方式需同步进行，目的是进一步提高
疫情防控信息流调追踪效率。

2 .哪些乘客在乘车时需要扫码登记？
以下六类支付方式的乘客需要扫码登

记信息：①普通IC卡、②绿色出行卡、③春
秋卡、④交通联合卡（包括泉城通卡、70周
年大庆纪念卡、省会都市圈卡、异形卡等）、
⑤投币、⑥出示证件的乘客。

3 .扫码登记如何完成？
济南公交所属公交车车门及车厢内张

贴有“济南公交信息登记”二维码，乘车时
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登记信息即可。为提

高营运效率，请乘客上车前完成扫码登记，
主动向驾驶员出示。

4 .哪些乘客需要进行IC卡信息登记？
以下四类支付方式的乘客需要进行IC

卡信息登记：①普通IC卡、②绿色出行卡、③
春秋卡、④交通联合卡（包括泉城通卡、70周
年大庆纪念卡、省会都市圈卡、异形卡等）。

5 .IC卡登记的途经有哪些？
①下载369出行App或使用369出行微

信小程序进行登记（推荐使用）。
②济南公交所属IC卡发售网点办理。
③拨打96190公交热线进行办理。
6 .老年卡、学生卡是否需要扫码登记？
济南公交发行的老年免费卡、拥军卡、

爱心卡、荣军卡、人才卡、学生卡，办理时已
登记信息。乘车时均无需进行扫码登记。

7 .使用微信、支付宝移动支付是否需
要扫码登记？

使用泉城云卡、济南云公交卡、微信乘
车码、支付宝乘车码、银联云闪付等移动支

付的，均无需进行扫码登记。
8 .儿童乘车时是否要扫码登记？
①刷学生卡乘车的无需扫码；
②有家长陪同时，登记家长信息即可；
③无学生卡且无家长陪同乘车时，需

进行扫码登记或进行纸质登记。
9 .IC卡已进行信息登记，乘车时还需要

扫码吗？
需要。因为非实名制IC卡不限制本人

使用，卡主和使用人存在不一致情况；同
时，也为了进一步提高溯源效率。

10 .乘车时还需要出示健康码吗？
①七类卡已实行卡码融合，不需要出

示。包括：老年免费卡、拥军卡、爱心卡、荣
军卡、人才卡、学生卡、泉城云卡。

②其他乘车群体均需要出示健康码。
11 .乘车时无智能手机无法扫码咋办？
没有智能手机或其他特殊情况无法扫

码的，需要在乘车时进行纸质的信息登记。
齐鲁晚报记者 于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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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夜张贴溯源码
让市民安心

4月1日凌晨2点40分，济南公交解放桥
车队工作人员赵玉急匆匆赶到位于历山路
的解放桥车场，带回了济南公交集团连夜
赶制出来的溯源码。这个码就像是公交车
的身份证，乘客扫码乘车，一旦出现疫情，
溯源会比现在更加迅速。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按照计划，他
们要连夜给每辆车都贴上溯源码。整个车
队立即忙碌起来，凌晨的车场听不到别的
声音，只能听到脚步与车轮摩擦地面的声
音。解放桥车队队长方瑞搬着凳子在一辆
辆公交车之间穿梭，每一辆车都要贴上码
并激活。

“歪了，往左一点……好，别动。”场外
的车辆不好贴，光线不足，只能打着手电
筒，推着小车挨个摸索。

“现在是4点，我们分头行动，去副站找
一下我们的车。”只用了一个小时，解放桥
场站的70余部车就全部贴完了溯源码，方
瑞又安排工作人员给另外几十辆分散在各
处副站的车辆张贴溯源码。他们只剩一小
时的时间，早上5点，在早班车发车时，所有
的车辆都要做好准备。

贴码只是当夜工作的第一步，一车一
码，每辆车需要手动录入编号，错一个数字
都不行。“有点犯困，录入编号比较烦琐。”
赵玉晃了晃脑袋，让自己保持清醒。

凌晨5点，二环西路大魏车场的车辆也
已经完成了溯源码张贴，K127路驾驶员李
峰参加了这次行动，看到自己一夜的工作，
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此时天空已经渐渐
亮起来，各条公交线路忙碌的一天就要开
始了。

工作流程多了
为了安全一切都值得

凌晨5点40分，K114路首班车驾驶员
王毅已经将车辆运行至站点，等待6点准时
发车。“跑首班车，5点就要起床，终点站就
在车队，跑一圈后在队里吃早饭。”首班车
是比较孤独的，乘客比较少，因为疫情，这
两天的首班车大都空着。

距离发车还有两分钟，王毅突然从驾
驶座站起来，将车窗挨个打开。“一着急差
点忘了，第一圈跑的时候得通风。”疫情期
间，通风、消毒、检查健康码、提醒乘客戴口
罩、测体温，驾驶员的工作程序比以往多了
好几道，每次工作开始前，王毅都会在心里
再默念几遍，检查有没有疏漏。

4月1日这天，因为有了溯源码，王毅的
工作又增加了一道程序。“老师，麻烦您扫
一下这个码。”车门打开，乘客上车，王毅指
着车门旁的溯源码提醒乘客。大多数乘客
也会十分配合。“这是干什么的？”由于是第
一天需要扫码，很多乘客都有这样的疑问。
了解到这个码的用途，绝大多数乘客都表
示理解。

“又多了一道程序呀？”早上7点半，在
济南西站公交枢纽，市民朱先生听工作人
员介绍完溯源码，小声嘟囔了一句，他担心
自己年纪大了不会用。此时，站台上的工作
人员正在对乘客宣讲疫情期间的乘车规
范。为了让大家都能顺利乘车，工作人员手
把手教他们如何使用溯源码。朱先生也很
快学会了使用方法，顺利登上了K202路公
交车。

K202路从济南西站到齐鲁软件园，乘客
多，运行时间长。近期，曾经有确诊病例乘坐
过这一线路的公交车。K202路公交车的一位
驾驶员说，当初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咯噔了
一下。“有点怕。”他坦言。但经此一事，也让他

更加明白，疫情期间公交运行要求的“一趟一
擦拭”特别有必要，“每一趟我们的消毒、清理
都很认真，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一圈报一次平安
让家人放心

上午8点，枢纽场站的乘客多起来，两
辆K202路进入站台停靠，保洁人员立即上
车清理卫生。“清洁标准很高，必须每一个
死角都顾到，干活不仅要快，还要细。”车队
保洁员称，除了细致，速度也得快，她负责
的车辆比较多，有时还会等着着急发车，在
高峰期，一辆车最多在场站内停留半小时，
她和其他保洁员必须在半小时内将各自负
责的车辆清洁干净。

上午9点，K202路驾驶员赵世谕已经
运行回场，在休息时他给家人打了个电话
报平安。“今天一早就来到站点开始准备，
进站房测温、领取口罩、纸笔，戴好手套检
查防疫物资。”赵世谕说，由于流调溯源，家
里人比较担心，自己每天接触的人很多，运
输行业在这个时候也比较谨慎。

“要说不怕，那是假的，但公交不能不开，
老百姓还得出门。每天把乘客接上车送下车，
做这份工作就要尽职尽责。”赵世谕说。

下午3点，在济南东部的全运媒体村公
交场站，BRT5号线陆续进入发车位，和K202
路一样，这也是一条大线。运行车辆基本都
是18米长的大车，途经的也是重点区域。在
终点站济南站，还有专人在站牌处值守。驾
驶员李庆（化名）要运行半天，对于他来说，
疫情期间的运行和平常并没有太多不同。

“把该做的都做好，调整心态，没啥大不了，
总要有人出来为市民工作。”李庆说。

晚上7点半，记者在明湖东路下车结束一
天的探访。此时在路上看到最多的车辆就是
公交车，他们进站出站，迎来送往，疫情期间
为这座城市默默地执行“摆渡”任务。

近期，山东进一步
强化入鲁返鲁人员的随
访检测和管控措施。有
人接到流调电话发现自
己成了“同时空伴随人
员”，这是什么意思？接
到电话后要做些什么？

“同时空伴随人员”
又称“时空伴随者”，或

“时空交集”。中国疾控
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介绍，“时空伴
随”有时又叫“时空交
集”，一般是指14天内与
新冠确诊患者在同一个
时间和空间网格内，共同
停留过一段时间的人。比
如感染者14天内到过某
地，而某人在这14天的轨
迹与他有过交集，就可能
被认定为时空伴随者。筛
查“同时空伴随人员”可
以最大程度发现潜在感
染人群，将更多存在“时
空重合”而有可能感染的
人群纳入到重点排查中，
做到早期发现和防控关
口前移。

根据山东省疾控中心近日发布
的疫情防控公众健康提示，密切接
触者、次密切接触者、与阳性感染者
活动的时空轨迹重叠人员、到过或
途经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同时空伴
随人员，要立即向社区（村）、住宿宾
馆和单位报告，配合落实隔离医学
观察。 本报综合

齐鲁晚报
记者 李培乐

受疫情影响，3月30
日，济南市商务局发布

《关于暂停全市餐饮（堂
食）洗浴足疗等经营场
所经营活动的通告》。记
者采访发现，济南各餐
饮单位各显其能，有的
开始卖蔬菜，有的面向
上网课的学生推出“神
兽套餐”。

记者从山东凯瑞餐
饮集团、喜来登酒店和
山东金德利集团获悉，
三家单位的堂食都已经
关闭。“看到济南市商务
局的通告后，我们当天
晚上就通知了各家门
店，开始关闭堂食。”金
德利市场部部长张涛介
绍。同样，凯瑞餐饮集团
和喜来登酒店也关闭堂
食，开启了外卖模式。

凯瑞集团营销总监
侯明敬说，针对中小学
生上网课的情况，他们

加大了外卖销售，“围绕市民需要，
我们有很多预制菜和成品菜，都可
以预订。”侯明敬介绍，从3月30日开
始，预制菜的订单突破2000单。最受
欢迎的还是他们为客户定制的成箱
蔬菜。这种蔬菜一箱有10种青菜，价
格79元，如果大客户订得多，还可以
再便宜。从3月30日下午5点开始推
广，不到两个小时就突破1000单。

喜来登酒店关闭堂食之后也推
出了外卖。“我们的外卖产品在外卖
平台售卖，直接送到家，都是便当之
类的菜品，价格在38元到68元。”喜来
登酒店市场部魏经理介绍说，3月30日
刚刚推出，主要是面对在家上网课的
学生群体等，并且特意标明，“健康安
心营养套餐，神兽专享”。

老年人持身份证乘车无法扫码，可纸质登记

4月1日凌晨两点半，
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中，济
南公交的各处车场已经是
一片忙碌的景象。由于有
确诊病例曾乘坐过公交
车，济南公交车防疫推出
新措施，连夜张贴乘车溯
源码、对车辆进行消杀，守
护城市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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