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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郁文艳报道 上海入秋了，恬
静秋日之下，上海植物园里的“十月樱”正在
盛开，花期比往年提前里近半个月。更让人惊
喜的是，个别春天盛开过的樱花反季节又开
花。这些樱花的花量虽然不及春天的绚烂，但
枝间疏影微透的花瓣，为秋日增添了一丝清
新和温情。
在樱花的各个品种之中，本来就有春季、

秋季都开花的品种，比如“十月”樱、“奖章”
樱等。
上海植物园里，位于展览温室北侧大草

坪河畔边的“十月”樱，自今年 9 月中旬起，
就提前开始开放，与往年相比，花期提早了近
半个月。栽植于二号门绿化示范区绿荫轩旁
的“奖章”樱，其秋季的开花量虽比不上春
季，但在碧绿草坪的衬托下，点点粉嫩，仍然
吸睛无数。还有身处蔷薇园栈桥边的冬樱，星
星点点，尽显柔美。
上海植物园的专家说，进入秋季后，气温

开始逐渐下降，植物体内的养分陆续回流储
存于树干及根部。因此，秋天樱花的开放会随
着气温变化，呈现小批次开放的态势，在花期
延长的同时，开花量无法像春季一样形成花
团锦簇的景象。
除了秋樱绽放外，几个原本仅春季绽放

的樱花品种，如“染井吉野”樱、“小彼岸”
樱、“杨贵妃”等樱花也开出了少量花朵，令
人称奇。

晨报记者谢克伟报道 东海 8 月 1 日
部分开捕以及 9月 16 日全面开捕后，迟迟
未见大渔汛。难道今年就没有便宜、新鲜、好
吃的东海海鲜了？别急，来了！

来自舟山捕捞渔民和本市部分菜市场
的消息，今年首波东海渔汛于本月 7日前后
驾到，首波渔汛为鲳鱼。首波鲳鱼渔汛出现
后，来自东海的鲳鱼这两天正从舟山、宁波、
台州等地源源不断运入上海市场，从昨天
起，沪上各大菜市场鲳鱼的上市量翻番，部
分菜市场鲳鱼的零售价腰斩。摊主们一边吆
喝一边将鲳鱼按 1 两、1.5 两、2 两、2.5 两和
3两等规格分拣、然后出售，大量便宜又新鲜
的鲳鱼吸引了周围居民纷纷围拢来抢购。
“中秋国庆前，2.5-3 两的鲳鱼零售要

40-50 元一斤，4 两东海大鲳鱼零售要 70
元左右一斤呢。”正在顺昌路买菜的郭阿姨
说着，花 110元买了 3斤 3.5-4 两大鲳鱼。

拥有 30 多条捕捞船，在东海舟山海域
专门捕捞经营海鲜的周老板告诉记者，节日
中突然出现鲳鱼渔汛始料未及。获悉鲳鱼渔
汛后，他们立马组织渔民放弃休息驾船出海
捕捞，他介绍说，“按照规律，渔汛出现的时
间短的三五天，长的在十天，本月中旬前是
吃东海鲳鱼最便宜的季节，过了这段时间，
或许就没这个机会了。”

1、“同行票”副码支持关闭吗？ 关闭“同行票”副码有什么前提条件？
同行票副码激活后支持关闭。 关闭的前提条件是该副码未在行程中，若该副码处于已进站

未出站的状态，则该副码不支持关闭。
关闭“同行票”副码操作方法：打开大都会 APP 乘车页，乘车码切换到上海地铁“同行

票”，点击乘车码下方的副码，打开同行票卡包页面，选择“设置”。 进入同行票页面后，点击副
码下方的“去关闭”，即可关闭“同行票”副码。

2、一个账户最多可开通激活几个副码？
目前，同行票暂支持 1 个主码激活 2 个副码，1 部手机最多支持 3 人刷码过闸。

3、开通了“同行票”，主码和副码扣款是直接扣主码账户吗？
同行票开通激活后，主码及副码乘车结束后均通过主体账户进行扣款。

4、开通了“同行票”的用户，实现多人乘车，支持多人同站进异站出、异站进同站出、异站
进异站出吗？

“同行票”支持同站进异站出、异站进同站出、异站进异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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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黄浦区摇篮业余艺术学校
遗失办学许可证，2018 年 2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27 日， 教民
1310101700007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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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影影遗失记者证，B3100706600
0224，声明作废。

1.进入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Metro 大
都会”，将Metro 大都会升级至最新版：V2.
4.04。
2.打开最新版APP，完成注册登录。
3.进入乘车页，选择二维码上方的“同

行票”标签，进行票种切换。
4.初次使用时，需进行“同行票”激活操

作。选择“去激活”，跳转激活签约“同行
票”页面。
5.点击“签约同行票”按钮后，即可完成

激活操作。

1、进入乘车页，将二维码切换由“单人
票”切换为“同行票”。

2、在主码刷码乘车后，在乘车页二维码
的下方，选择你要使用的“副码”，将手机传
递给下一位过闸乘客，完成刷码乘车。

3、行程结束时，同样在主码刷码出闸
后，将手机传递给下一位出闸乘客，完成刷
码出闸。

上海地铁“同行票”来啦
实现一个账户多人过闸

[常见问题解答]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与子女、老爸老妈或亲友
一起乘坐地铁，过闸机时，能不能用一
个人的手机就把大家的车费都付了？

日前，上海地铁已经推出“同行
票”，只要安装Metro 大都会最新版
本，激活“同行票”副码，即可实现一个
账户多人过闸，一部手机最多支持 3
人同行刷码过闸。此举使得地铁服务更
加人性化，更加便捷高效。

平时一家人出行游玩乘坐地铁，每
人都要自己付票款，而“同行票”推出
后，一个人就能用自己的手机为家人付
票款过闸机，大家省力、方便了很多。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开通“同行
票”功能，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该功能目前仅支持上海地铁使
用，其它城市暂不通行；2、当前仅支付
宝支付支持“同行票”开通，微信、银联
暂不支持。（如需切换为支付宝渠道，
要提早三天申请支付通道审核）。

上海轨道交通运管中心票务管理
部经理瞿斌介绍说，未来微信、银联也
将支持“同行票”开通，目前此事正在
进行中，目标是争取年内上线。

[操作指南]

Metro大都会 APP 首页
和“同行票”副码界面

● 首波东海渔汛来了

鲳鱼上市量翻番价格腰斩

上海入秋后

“十月樱”悄然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