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互通卡可在济南尧 淄博尧 泰安尧聊
城尧德州尧滨州尧东营 7 个城市通用袁统一卡
面主题袁标识发行城市遥市民本市办理尧跨市
使用遥 具体使用方法和收费标准袁按发卡地
政策执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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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交出行宣传周
济南公交多措并举为民服务

9月 21日

山东省暨济南市

2020年公交出行宣传周
启动仪式于 9月 21日在
泉城广场举行遥

启动仪式上袁野绿色
出行宣传大使冶尧 济南广
播电视台主持人海沫向

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

野公交优先尧 绿色出行冶
倡议袁 号召广大市民朋
友在 野世界无车日冶当
天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尧
自行车尧 步行等绿色出
行方式袁同时宣传和带动
亲朋好友积极参与遥

参加启动仪式的省尧
市领导在 野公交优先尧绿
色出行冶 倡议书上签字袁
宣布公交出行宣传周活

动正式启动遥
济南公交抖音平台对

2020年公交出行宣传周启
动仪式进行现场直播遥

刷脸支付坐公交袁享受 5G高速 WiFi袁
智能车载平台运行调度野全过程管控冶袁 5G
公交车袁让你大胆畅想未来遥

2020年公交出行宣传周拉开帷幕
02 5G概念公交车首次亮相

03 1+6省会都市圈互联互通卡上线

01 公交出行宣传周启动仪式

每年的 9月袁交通出行都会迎来一个大日子要要要全国野绿色出行宣传月冶袁9月 21日至 9月 27日袁是全国野公交出
行宣传周冶袁今年主题是野践行绿色出行尧建设美丽中国冶遥 为广泛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绿色出行行动袁加快推动形
成绿色生活方式袁围绕 2020年公交出行宣传周袁济南公交推出系列便民服务举措袁开展形式多样的绿色出行宣传活
动袁让广大市民了解公交尧关心公交袁鼓励市民乘客优选公交尧绿色出行遥

公交出行宣传周专刊



野乐享轻生活暨
耶9窑22爷 世界无车日主
题展冶吸引了龙奥大厦
众多公务员前来打卡遥
济南公交通过展板尧视
频的方式展示了公交

发展史袁并现场设立服
务台袁 办理公交卡袁推
介定制公交遥

济南公交运用

虚拟现实技术袁通
过设置多个场景尧
案例袁 真实模拟乘
客乘车过程中各种

可能存在的不安全

行为和风险隐患袁
通过安全引导员的

讲解袁 让每一位参
与其中的乘客能够

做到安全乘车袁快
乐乘车遥

济南电视台首席节目主持人海沫自担任 野绿色出
行宣传大使冶以来袁一直非常关注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袁
关心市民的绿色出行袁 致力于低碳环保与绿色出行生
活方式的宣传遥

本次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袁海沫也积极参与其中袁
在工作之余不忘宣传绿色出行袁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参
与到公益宣传片的拍摄袁成为绿色出行的宣传者和践
行者袁积极引导尧鼓励市民放下私家车袁优选公交袁绿
色出行遥

济南公交与浙大网新尧杭
州数知梦尧 山东工艺美术学
院尧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济
南分院在公交数据大脑尧文化
艺术尧智慧交通研究等方面达
成战略合作袁 建立 MaaS系统
和公共交通 5G+V2X 车路协
同创新实验室遥

9月 22日

9月 23日

无车日主题展览走进龙奥大厦

战略发展合作集中签约仪式

02 安全 VR体验

01 9窑22世界无车日主题展

03 绿色出行系列公益宣传片

济南公交 369
出行 APP 全新改
版袁 实现 野公交乘
车冶向野公交生活冶
华丽变身袁 为市民
提供一体化尧 全流
程的智慧出行服
务曰 自主研发乘车
码要要要泉城云卡 袁
实现实体公交卡虚
拟化曰开启野附近冶
功能袁 电子站牌尽
在野掌冶中遥

01 多项战略合作集中签约

02 济南公交 369出行 APP全新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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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3日

9月 24日

济南公交充分利用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等新兴前沿技术袁
积极推进公交数据大脑建设袁以数据资源赋能公共交通发展遥

为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袁方
便鲁能领秀公馆尧梁王新城尧太平庄村
等地区的居民出行袁9 月 23 日起袁济
南公交开通试运行 B4路尧529路尧530
路袁 结合济南东站公交东枢纽建成使
用袁 并同步调整 K188路尧K189路至
济南东站公交东枢纽发车遥

9月 24日上午 9点半袁电影叶一路同行曳山东首映礼在济南新世纪电影城举行遥

仪式上袁电影叶一路
同行曳导演李艳俊尧编剧
之一冯元良尧 制片人李
九红尧主演之一尚铁龙尧
执行制片人刘强等主创

人员与电影原型尧 济南
公交 52 路驾驶员董丹
以及济南公交劳模群体

上台与观众见面袁 分享
彼此的心得体会遥 济南
公交领导与电影主创人

员亲切交流遥

电影叶一路同行曳改编自 2015年 7月 12日济南公
交 52路驾驶员董丹勇斗劫车歹徒的新闻事件袁 以济南
公交 52路驾驶员董丹为原型袁 讲述了一名平凡人在危
机时刻舍己为人袁面对灾难和死神时大义凛然尧知险而
上袁把平安和生机留给他人的故事袁展现了一线驾驶员
见义勇为尧顽强拼搏尧无私奉献尧创先争优的精神风貌袁
传播了社会正能量袁展现了新时期巾帼风采遥

战略发展合作集中签约仪式

03 建设公交数据大脑

04 开通 B4路尧529路尧
530路公交车

电影叶一路同行曳山东首映礼成功举行

01 电影叶一路同行曳山东首映礼 03 关于影片

02 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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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上午袁K216 路线
路开通仪式在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举行遥 线路的开通袁填补了威
海路部分路段公交空白袁将进一
步服务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师
生及青岛路沿线恒大雅苑尧中建
锦绣城尧中建锦绣兰庭尧恒大世
纪广场尧恒大翡翠华庭等小区居
民出行袁为周边市民乘客提供更
为优质便捷的公交出行服务遥

4

地址院济南市解放路 18号 电话院渊0531冤 88522304 邮编院250013 网址院www.jnbus.com.cn

编辑委员会院 主任 石军 编委 周建国 石绍滕 姜良 谢刚 颜廷虎 曾繁涛 李峰

特别报道
2020年 9月 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院乔松
E-mail院jngjb@163.com

9月 25日

9月 26日上午袁济南公交在大明湖游客中心举行了野尼山圣境冶研学首发团
启动仪式遥 45名首发团成员从泉城快乐出发袁前往尼山圣境袁开启文化洗礼之旅遥

本次济南公交推出的野尼山圣境冶首发团是继济南公交与晋城公交野公交+文
旅冶融合发展之后的又一创新举措袁也开启了野公交+研学冶的新模式遥

在公交出行宣传周期间袁为了进一步增强市民绿
色出行的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袁激励广大市民优选公
交尧绿色出行袁济南公交发起了有奖征文活动袁得到大
家积极响应遥 短短 10天袁 共收到市民乘客稿件 106
篇遥 在这其中袁有人讲述了自己乘坐公交车四十年的
经历与感悟袁有人通过济南公交车厢的文化展板体会
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袁 还有人借此向公交人致敬袁
为济南公交点赞噎噎

济南公交感谢热心市民乘客的投稿袁并对所有稿
件进行了反复研读袁认真评比袁最终评选出了 20个优
秀奖和 40个纪念奖遥 后期济南公交将陆续在官方微
信公众号上选登优秀文章袁与广大市民分享遥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袁从现在做起袁关心公交尧支
持公交尧选择公交袁倡导低碳尧环保的生活方式袁让我
们的城市少一点污染尧多一份清新袁让我们的道路少
一点拥堵尧多一份畅通袁让我们的生活少一点忧愁尧多
一份快乐浴

9月 26日

9月 27日

K216路尧T32路开通试运行

野尼山圣境冶研学首发团启动仪式

野绿色出行袁发现不期而遇的美好冶主题征文活动

当日上午袁 通勤快速巴士
T32路同步开通遥线路开通后袁
将更好地满足市民高峰时期

通勤出行需求袁 华山珑城尧御
山首府等小区居民可以乘坐

该线路直达高新区袁大大提升
了通勤出行效率袁 满足了市民
出行需求遥

01 K216路开通 02 T32路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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