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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铁
推出“多乘多惠”举措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水微娜）
宁波地铁要针对电子客票推出多乘多惠新
举措啦！记者了解到，从3月23日起，宁波
地铁电子票“多乘多惠”的优惠活动将正式
上线。

据介绍，此次优惠活动时间为今年3月
23日至9月30日，活动期间内，每个乘客根
据不同的使用情况有不同的计次优惠周期，
每个计次周期为30天。用户必须使用宁波
地铁APP中的电子单程票或乘车码，才能享
受到此次优惠。

“多乘多惠”具体举措是：在一个计次优
惠周期内（30天），宁波地铁将根据乘客使用
电子票（含乘车码）乘车情况（票价及次数），
免费向乘客赠送次数不等的电子票（不计里
程）。具体如下：

优惠A 在一个优惠周期内乘客使用电
子票乘坐地铁25次及以上且每次票价大于
或等于6元，宁波轨道交通将免费赠送20次
不计里程的电子票。

优惠B 在一个优惠周期内乘客使用电
子票乘坐地铁30次及以上且每次票价大于
或等于4元，宁波轨道交通将免费赠送15次
不计里程的电子票。

优惠C 在一个优惠周期内乘客使用电
子票乘坐地铁35次及以上且每次票价大于
或等于3元，宁波轨道交通将免费赠送10次
不计里程的电子票。

如：乘客在4月8日第一次使用电子票
坐车，那么优惠周期则是4月8日至5月7
日。下一个周期开始时间是从前一个周期
结束后，乘客再次使用电子票乘车之日开始
算起。

在同一计次优惠周期内，乘客使用电子
票乘坐地铁时，若单次票价满足上述多个优
惠情形的，可同时被计使用次数。如乘客从
长江路乘坐地铁到东门口（天一广场），票价
为7元，则优惠A、优惠B、优惠C同时计次
一次。但同一计次优惠周期内，乘客乘坐情
况（票价及次数）满足1个及以上满赠条件
时，乘客可自行选择领取时间和赠送次数。
同一周期内仅限一次领取机会。

同一计次优惠周期内，乘客领取赠票后
再次乘坐的次数，不再参与优惠计数。乘客
领取赠票后，在同一周期内可以自由选择使
用。一个周期结束后，参与优惠活动累计的
所有次数清零，未领取和未使用的赠票失效。

目前，不论是购买电子单程票还是使用
乘车码，都是只能自己单独使用。此次，宁
波轨道交通将推出多张电子单程票购买和
使用功能，只要一人带手机，安装宁波地铁
官方APP，就能一次性购买多张电子单程
票，实现“一人购票，多人乘车”。（多带几个
小伙伴一起乘车，累计次数会更快哦！）

此外，宁波地铁电子单程票不再当日有
效了，“保鲜期”将大大延长。乘客可以一次
性购买多张电子单程票，节省购票时间。不
单只是可以购买多张同一价格的单程票，不
同价格的也可以购买。

作为全市最大的油菜花赏
花基地，奉化大堰西畈油菜花赏
花基地眼下正值盛花期。该基
地于3月初率先宣布今年实行实
名预约制，每天仅限1000名游
客进村。由于名额有限，很多游
客提前一周便开始预约。

3月21日，记者在奉化大
堰镇西畈村看到，游客进入村
子需要出示绿码，测量体温，
佩戴口罩。现场除了奉化本
地游客，还有来自鄞州、海曙
等地的游客。“平时游客数量
还好。从近两个周末的预订
情况来看，比较火爆，有的游
客预订了好多次都未成功。还
有不少游客未预订，只能在外
围观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因为开园前有了限流预告，所
以最近到访的游客量基本上比

较平稳，景区内没有出现拥堵
聚集的现象。”

当天下午，记者又前往奉
化萧王庙街道林家村王家山。
王家山虽无需预约，但现场实
施了限流措施。记者在赏花
点看到，村道旁的停车场已停
放着数百辆汽车，保安在现场
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并对步行
游客进行分流。村里的停车
场以及村子附近沿途车道均
挂出了限流公告牌。记者发
现，并非全部游客都前往王家
山，很多游客避开了人群到附
近的桃园观赏。

“3月14日起，林家村王家
山桃山周边实行封闭式管理，
禁止各类流动摊贩在赏花区设
摊经营，游客前往需自备食
物。”现场工作人员说，“而且，

赏花仅限从林家村西入口、王
家山入口、牌亭村入口进入。”

游览期间，保安人员盯得
挺牢。在王家山入口，记者看
到数位保安正仔细检查游客甬
行码，并测量体温。几名未佩
戴口罩的游客被禁止入园，只
能返回。

赏花、放风筝、拍照……记
者沿着步道上山后看到，客流
分散在观景平台及凉亭等各个
区域，当凉亭、部分狭窄的山道
上偶有聚集现象，保安立即上
前引导分流。

“现场有监控系统，实时监
测客流情况。如果发生聚集拥
堵现象，安保人员会第一时间
疏导。这两个周末赏桃花的客
流虽然很大，但尚未达到限流
条件。”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春游宁波，
你“预约”了吗？

春光灿烂，宁波多地陆续呈现花海胜景，但不少市民发现，一些景区、赏花地并非“想
进就进”。记者采访获悉，随着疫情影响逐渐缓解，为了引导游客安全有序出游、促进旅游
消费，我市多家景区和热门赏花地陆续推出了预约、限流等措施。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超50
家景区恢复开放，每逢天气晴
好尤其是周末，客流小高潮频
现。仅上周末两天，总客流量
已达到60000人次以上。

对此，有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了担忧，“花季才刚刚开始，接下
来尤其是周末的赏花客会越来
越多，但多数游客并不习惯提前
预约，多数都是到了现场才预
约，我们在现场疏导和管理的压
力也随之增大。”与此同时，据记
者了解，部分热门旅游地附近，

虽然工作人员不时在现场劝返
摆摊商贩，但还是有不少流动
商贩“冒险”在此逗留。

随着出游量逐渐加大，也
有不少游客提出，往年热门景
点的游客都以数万计算，今年
陆续限制入园人数，“根本预约
不到”等吐槽声也不绝于耳。“我
们还是希望游客能错峰游玩，
尽量避开车流和客流高峰期，
远离人群。也可以选择人少的
赏花点游玩。”业内人士以桃花
举例，宁波除了奉化林家村，宁

海胡陈、慈溪掌起、奉化溪口莼
湖等地均有大量的桃园。

3月21日，宁波发布重要
通知，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对此，接下去，各地景区是
否还需要限流预约？当天，记
者从多个赏花点和景点了解
到，目前限流预约制度将继续
执行，具体何时解除，得看接下
来一段时间的客流情况。如果
客流较大，产生聚集现象，还是
会及时进行限流。

记者 谢舒奕 鲁威

周末“游客潮”有效缓解

赏花需预约、限千人进村

·复苏中的宁波旅游业

33月月2121日日，，游客在奉化林家村桃园游玩游客在奉化林家村桃园游玩。。记者记者 鲁威鲁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