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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出出门门，，请请出出示示电电子子健健康康通通行行码码
3月19日，菏泽市统一应用山东电子健康通行码

本报菏泽3月19日讯(记者
周千清 ) 19日，菏泽市委

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
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
于转发省委领导小组 (指挥
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快
健康通行码跨地区多场景普
及应用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下称通知)。

通知要求，电子健康通行
码是疫情防控期间用来身份确
认和健康风险预警的重要标
识。3月19日，菏泽市统一部署
应用山东电子健康通行码，各
县区各单位不得自行发放本地

健康通行码，已经发放的地方
性健康证明批量转化，由省电
子健康通行码统一进行转码。
全市统一利用微信“菏泽卫生
健康”或“健康山东服务号”，集
中采集人员的健康和流动信
息，做到“一次填报、全省通
用”，减少个人信息重复填报。
其他社会组织不得自行开展面
向公众的社会性信息采集。要
加强健康通行码多场景应用规
范化管理。

在推广健康通行码多场景
应用的基础上，强化在教学、医
疗、交通工具、交通枢纽、酒店、

餐饮、购物、文化旅游、生产加
工、政务服务大厅、办公楼和社
区等场所的疫情防控，明确卡
口管理责任，切实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场所管理者要通过微
信“菏泽卫生健康”、“健康山东
服务号”的健康通行卡“场所码
生成”模块生成所需场所码，自
行打印并张贴在人员流动的卡
口醒目处。

已领取健康通行码(卡)的
居民，打开微信使用“扫一扫”，
扫描张贴在场所卡口处的场所
码即可通过，无需填写个人任
何信息；未领取健康通行码

(卡)的居民，扫“菏泽卫生健
康”二维码，按功能提示填写个
人信息、健康信息等，提交后即
可领取健康通行码，然后使用
微信“扫一扫”功能，扫描张贴
在场所卡口处的场所码即可通
过。

场所管理人员应主动引导
需要帮助者(老人、伤残人等)
使用场所码。

同时，落实健康通行码跨
省份互认，对于已经互认共享
省份的来鲁人员出示的健康通
行“绿码”(或全国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绿码”)

的，应予以认可一律放行，同时
应引导其使用“来鲁申报”模块
申领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
已互认省份名单在健康通行卡

“已互认省份”模块公布。

菏菏泽泽市市图图书书馆馆开开展展
多多项项线线上上读读者者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本报菏泽3月19日讯(记
者 李德领) 为全力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菏
泽市图书馆自2020年1月25
日起实行闭馆，暂停图书借
阅及展览、讲座等各项活动。
但市图书馆闭馆不停服务，
闭馆不闭网，广大读者依然
可以通过菏泽市图书馆网
站、微信公众平台随时获得
海量优质的数字资源服务，
参与一系列线上活动。闭馆
期间，读者外借图书逾期全
部免责。

目前菏泽市图书馆数字
资源丰富，存储量达20TB。
其中，电子文献馆藏总量约
10万种近50万册，包括中创
图书、菏泽市数字图书馆、龙
源期刊、新语听书、QQ阅读、
书香中国、中华连环画、读联
体、菏泽市图书馆朗读小程
序和菏泽市数字阅读平台小
程序等在内的12个数字资源
免费开放使用。

据统计，自1月25日闭馆
至3月16日，数字资源服务量
逐日攀升，总访问量超过5万
人次，比2019年春节同期增
长23 . 10%，同时在线使用最
大峰值达到18593人；文献下
载量3万篇(册)，比2019年春
节同期增长11%。

疫情期间，菏泽市书馆
加大宣传力度，在微信公众
号开辟“读者阅读”专栏，增
设了数字阅读、在线阅读和
读联体等3个全民数字阅读
平台。另外市图书馆在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平台、读者微
信群等多个平台陆续开展了
7场线上读者活动，包括“疫
情期间少出门，在家听书赢
大奖”活动；“全城共听一本
书”活动；同心抗疫 同声朗
读——— 菏泽市图书馆为抗

“疫”朗读；菏泽市图书馆-
全民战“疫”，答题赢礼等活
动。活动吸引2万多人次参
与，100余人赢得答题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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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22002200年年，，菏菏泽泽综综合合交交通通建建设设计计划划投投资资117700亿亿元元
争取在每个县区至少创建两条“美丽公路”县乡道

今年菏泽有20余项

交通重点工程项目

据悉，2020年是菏泽交通
重点工程投资规模最大、项目
最多的一年。在资金投入方面，
菏泽全年将为全社会综合交通
建设计划投资170亿元，其中机
场2 . 1亿元、高速铁路67 . 9亿
元、高速公路55 . 1亿元、港航6
亿元、铁路专用线5 . 5亿元、普
通国省道20亿元、农村公路10
亿元、客货运场站(含公交、轨
道交通)3 . 5亿元。

2020年，菏泽有交通重点
工程项目20余项。其中，菏徐铁
路、德单高速郓城段、徐州至民
权高速公路菏泽段、东鱼河航
道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等，作为
菏泽2020年的新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针对这些项目，市交
通运输局将建立工作专班，实
行属地管理，项目涉及的县区
将组建专门工作专班，加快推
进项目进度。

牡丹机场、鲁南高铁菏泽
段、高铁菏泽东站站前交通枢
纽、枣菏高速菏泽段、日兰高速
巨野西至菏泽段改扩建、新万
福河复航工程、广州路公交枢
纽站建设和路长制、高速路口

绿化等8个项目，目前处于续建
阶段。

雄商高铁菏泽段，菏泽火
车站东广场基础设施，高铁片
区基础设施，漓江路穿越京九
铁路桥涵工程，郓城赵楼煤矿、
东明华汪电厂等“公转铁”，郓
城新河航道，新万福河巨野、成
武港区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
1000公里、基本实现农村通户
道路硬化，菏泽汽车总站项目
建设，城区新增新能源公交车
100辆等项目，预计于本年度开
始施工。

加大客运市场

整治力度

为深入推进城乡公交一体
化，市交通运输局将总结、推广
巨野县城乡客运一体化的发展
经验，在各县区推进城际、城
区、城乡和乡村四级网络的有
序对接。同时，采取定制客运线
路、定制客运班车等措施，进一
步满足“门到门”的差异化、多
元化出行需求。

据了解，菏泽黄河滩区脱
贫迁建撤退道路建设工作已经
得到山东省政府的批复，计划
建设149公里。2020年底前，该
工程的建设任务将争取全部完

成。
为推动农村通户道路硬化

工程，菏泽将结合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工作的实际情况，全面
推动该工程在菏泽的建设进
度，预计今年基本完成建设任
务。

同时，“路长制”将在菏泽
继续执行。2020年，菏泽将争取
在每个县区至少创建两条“美
丽公路”县乡道，加快改善路域
环境。

据介绍，2020年，市交通运
输局将加大客运市场整治力
度，继续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车
辆，重点整治火车站、汽车站等
区域的拉客、喊客、出租车拒载
和拼客、“黑车”及电动三轮车
非法营运等乱象。以此保障市
民安全出行，提升菏泽客运质
量。

针对道路客运方面的超
限、超载现象，市交通运输局
在 完 成 综 合 执 法 改 革 工 作
后，将构建起涵盖交通运输
业务的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在日常路检路查工作中，加
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协调配
合，加大源头治超工作力度。
同时，借助现代信息科技，推
广全市联合治超信息平台的
应用。

今今起起菏菏泽泽公公交交
3311、、3333、、3388、、661166路路恢恢复复运运营营

本报菏泽3月19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德
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菏泽公交了解到，为做
好菏泽城区与乡镇的运输服
务工作，保障广大城区和乡
镇居民的基本出行，自2020
年3月20日起，31、33、38、616
路恢复运营，运力调减。

据悉，31路首末班时间
为义乌小商品市场6：20、马
岭岗人民法庭7：00-义乌小
商品市场17：30、马岭岗人民
法庭18：20。

33路首末班时间为农贸
城6：00、田寺7：00-农贸城
17：30、田寺18:30。38路首末
班时间为7：00-17：30。

616路首末班时间为新
兴6：00、三里河7：15-新兴
18：00、三里河18：30。

截至3月20日，菏泽公
交1、2、3、4、5、6、7、8、9、10、
12、13、14、15、16、17、18、19、
20、21、22、23、26、27、28、31、
32、33、36、37、38、48、50、56、
58、66、101、102、103、105、
603、609、611、616路共44条
线路恢复运营。菏泽公交将
根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情况，逐步调整临时运营计
划，并及时公示。请市民及
时关注菏泽公交微信公众
号最新运营信息，或拨打菏
泽公交客服电话5700369咨
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3月17日，菏泽召开
2020年全市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会上称，2020年
是菏泽交通重点工程
投资规模最大、项目最
多的一年，交通重点工
程项目2 0余项。“路长
制”继续执行，2020年，
菏泽将争取在每个县
区至少创建两条“美丽
公路”县乡道，加快改
善路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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