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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节后返程复工期如何保障市民出行？

早晚高峰公交适当加密

客运班车旅客间隔落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

铭）

昨日，记者从越秀区获悉，为让辖内110

多万居民安全买菜、吃得丰富，越秀区迅速

行动，制定农贸市场“三大指引”，建立动态

监测日报工作机制，加强疫情防控期间调度

和供应，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从监测情况看，目前全区各类粮油企业

库存充足，在营传统肉菜市场43个，开档率

超90%，日均猪肉上市逾300头，永旺、百佳、

华润万家、盒马鲜生等肉菜零售网点238个，

可充分满足居民群众的日常需求。

据了解，越秀区在全市率先制定《农贸

市场场容场貌标准指引》《农贸市场经营规

范标准指引》和《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标准指

引》三份指引，派发至所有农贸市场，对农贸

市场场容场貌、经营秩序、疫情防控作出全

面规范整治。 目前基本做到出入口归一、单

向流动、安排专人在入口处测量体温、劝导

顾客佩戴口罩入场、 市场内保持干净整洁，

为人民群众创造健康安全的购物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通

讯员 公交宣 ）

进入春运节后返

程复工期， 广州将如何保障返程

复工群体出行安全？记者获悉，广

州公交集团将逐步恢复停运公路

客运班线运营， 广泛承接外地来

穗学生、厂企团体旅客运输任务，

并做好常规公交线路、BRT线路

服务保障工作， 适当加密早晚高

峰时段发班密度。

逐步恢复停运公路客运班线

公路客运线路方面， 根据各

省、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广州公

交集团将逐步恢复停运公路客运

班线运营。 公路客运站场实时班

线和班次具体开行计划， 市民可

查询“如约出行”公众号获知。 衔

接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广州火

车东站的4个公路客运站，将视铁

路运输到达客流量， 在运管政策

允许通行的情况下增加往省内各

地市的公路客运班线班次； 同时

根据几个火车站的运营时间相应

延长营运时间。

此外， 公交集团所属公路客

运包车将承接外地来穗学生、厂

企团体旅客运输任务，提供“点到

点”“一站式”运输服务，减少中途

感染风险。 广州各大高校和厂企

可根据需要 ， 拨打 400 -900 -

27990服务热线预约客运包车。

公交水巴发班间隔逐步缩短

公交方面，从2月10日首班车

起，广州公交集团做好常规线路、

BRT线路的服务保障工作； 适当

加密早晚高峰时段发班密度，根

据夜间返程客流及各大专业市场

开市情况及时恢复夜班线路、商

务专线运营；2月9日晚，广州南站

4条往广州市区夜班线路

（夜

20

、

夜

61

、夜

79

、夜

102

）

恢复运营；往

番禺区方向的南站夜1、 南站夜2

线恢复运营。

根据复工复产后客流变化情

况，公共汽

（电）

车、水上巴士将逐

步增加发班，缩短发班间隔，满足

市民刚性出行需求的同时在车厢

层面上尽量降低车厢拥挤度。 市

民出行前可通过行讯通、 高德地

图、百度地图、羊城通乘车码小程

序等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时间及

发班间隔，合理安排出行。

为出租车司机提供营运补贴

对于广州南站、广州火车站、

火车东站、 白云机场等区域出租

车运力保障方面， 公交集团将视

实际客流情况，适时启动“如约大

巴+出租”“地铁+出租”接驳疏运

保障， 尤其要保障夜间抵穗旅客

的出行需求。同时，做好重点客运

枢纽防疫应急出租车爱心车队运

营，义载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出行。

截至2月13日11:30， 驻点交通枢

纽累计运送普通发热乘客16宗

（

28

人次）

， 为定点救治医院医护

人员累计提供义载接送服务320

车次。

在疫情防控期间， 按照市出

租车协会拟定的标准， 为出租车

驾驶员提供营运补贴， 降低驾驶

员营运压力。

公交车实行每班次消毒一次

现阶段， 公交集团对公交车

辆实行每班次消毒一次并做好消

毒公示； 船舶在原来投入营运前

后及营运中每3小时全面消毒一

次的基础上， 在每班次航行结束

后，对座椅、扶手、栏杆等乘客经

常接触部位进行局部重点消毒；

客运班车实行每次发班前进行一

次消毒；站场

（码头）

每日至少2次

清洁消毒，在售票厅、候乘区、上

客区等重点区域， 根据需要会加

密消毒频次。

出租车则每班不少于1次全

面消毒， 消毒后张贴已消毒告示

语， 并要求驾驶员每趟接载乘客

后对门把手、座椅、扶手等位置进

行局部消毒。同时，落实车辆空调

系统正常运作， 加强空调隔尘网

的清洗消毒， 确保车厢内通风顺

畅， 落实客运车辆在运行中开启

空调外循环系统进行换气， 增加

车厢内的新风量，落实出租、船舶

及有条件的公交车辆打开窗户通

风透气。

客运班车落实旅客间隔落座

目前， 固定式红外测温仪已

覆盖公交集团下属全部长途客运

站场； 公交站场、BRT站台及约1

万台公交车辆配置了红外线手持

测温仪， 覆盖当天参与营运的公

交车辆。

根据市交通部门的要求，目

前进入公路客运站发班的公路客

运班车已落实间隔坐车， 按50%

的上座率控制售票总量上限，并

在客车后两排设置中途留观区；

对承接团体旅客的包车， 逐台车

配备旅客体温检测仪， 落实一班

一消毒，并安排间隔乘坐、后两排

座位设置中途留观区。

据悉， 集团属下各客运站均

开展进站旅客体温监测工作，并

按卫健部门的流程指引， 做好发

热旅客的处置工作；公交方面，由

公交站场人员及公交驾驶员对上

车乘客测量体温，发现发热乘客，

立即按相关部门有关要求处置。

公交驾驶员在中途站发现发热乘

客时， 可直接呼叫区卫生健康局

联系人， 区卫生健康局联系人安

排人员到达后， 由其认领并安置

发热乘客，驾驶员继续营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交通

宣）

为做好出租汽车行业车辆消毒工作，全

力配合各行各业复产复工，广州市交通运输

部门在前期组织设置5个集中消毒服务点的

基础上，再在白云机场、广州南站组织设置4

个集中消毒服务点。 目前9个集中消毒服务

点全面覆盖航空、铁路“三站一场”门户交通

枢纽，为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免费提供消毒

服务。

在广州南站出租车调度场， 记者看到，

专业消毒人员身穿一次性防护服，戴着护目

镜和口罩，手持消毒装备对入场出租车进行

消毒。 据介绍，在入场通道，由两到三名消毒

人员负责一辆出租车的消毒工作。 按照流

程， 出租车从进场到开出要经过3个消毒步

骤。 在使用含氯的消毒液内外消毒后，出租

车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密闭处理，最后再进行

清洗和通风才可开出场外。 据悉，现场已开

放2条入场通道，后续会根据情况开通3条消

毒通道。

据悉，目前市内有出租车企业利用自有

场地设置34个共享消毒服务点供同行使用，

网约车和巡游出租车均可到此进行消毒，这

些共享消毒服务点在全市11个区均有分布。

相关报道

机场火车站已设9个出租车免费消毒点

越秀43家肉菜市场开档率超九成

广州南站

出 租 车 调 度

场， 工作人员

正在对进场的

出租车进行消

毒。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昨日下午，

记者走访五号线广州火车站和二号线广州南

站地铁站，发现人流依旧稀少。

在广州南站地铁站，记者看到，仅站台电

梯处有三五名乘客候车， 站台中央则没有乘

客。 五号线发车时间约为3分钟一趟，每站停

留时间仅20秒左右， 发车间隔接近上下班高

峰期。 根据记者此前的测算， 上班高峰期过

后，5号线发车时间约为4～5分钟一班。

据悉，目前地铁满载率不足四成，广州地

铁计划加密列车发班班次， 进一步降低满载

率， 拉开乘客之间的距离， 缩短人员聚集时

间。根据广州地铁官方实时客流统计标准，客

流拥挤程度分为“严重”“中度”“轻微”“舒适”

“中断”五个级别，分别以红色、橙色、黄色、绿

色和灰色颜色区分。 广州地铁实时客流已连

续超过3天为绿色的“舒适”状态。

昨晚

7

时

25

分， 广州南站地铁站，

乘客在等待列车。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地铁实时客流 连续超过3天“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