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 wmata.com/bus 

或扫描此处：

作为阶段性 Covid-19 恢复计划的一部分，174 条路线的工作日服务将得到改善，其中大部分路线的运营接近正常，109 条路线将于星期六
运营，99 条路线将于星期日运营。以下 17 条路线的工作日服务时刻表将会有所变更：5A、83、86、C8、C11、C12、C13、C14、D2、G2、L8、 
N6、P6、R4、W4、V2、V4。所有运营路线都将实行新的时刻表

此外，董事会批准的预定服务变更会影响路线 7F、42、43、74、79 MetroExtra、96、NH2、S2、S4、 S9 MetroExtra 和 X2 的路线规定、公
交站位置以及服务时间。

Metro 的 Covid-19 恢复计划的下一阶段将从 2020 年 8 月 23 日 
星期日开始恢复更多的 Metrobus 服务。

以新时刻表运营的路线 停运路线

哥伦比亚特区

30N、30S、31、32、33、 
36、42、43、52、54、59、 
62、63、64、70、74、79、 
80、90、92、96、A2、A4、 
A6、A7、A8、A31、A32、 
A33、B2、D2、D4、D6、 
D8、D31、D32、D33、 
D34、D51、E2、E4、G2、 
G8、H2、H4、H6、H8、 
H9、K2、L2、M4、M6、 
N6、P6、S2、S9、S35、 
S41、U4、U5、U6、U7、 
V2、V4、V8、W1、W2、 
W3、W4、W5、W6、W8、 
W45、W47、X8、X9

工作日

哥伦比亚特区： 
34、37、39、60、97、A9、B8、 
B9、D1、D5、E6、G9、H1、 
H3、L1、N2、N4、S1、V1、V7、 
X1、X3

马里兰： 
87、89、B29、B30、C28、H11、 
H13、J4、K9、P19、Z11

弗吉尼亚： 
1B、3T、3Y、7C、7P、7W、8S、 
8W、8Z、10E、10N、11Y、15K、 
16L、16Y、17K、17L、18G、 
18J、18H、21A、21D、22C、 
23B、23T、26A、28F、28G、 
29C、29W、S91

星期六

哥伦比亚特区： 
30N、30S、31、62、 
63、D2、E2、G2、 
M6、X8

马里兰： 
C14、NH2、Q6、R12、 
Z6

弗吉尼亚： 
3T、10N、NH2

马里兰

83、86、89M、A12、 
B21、B22、B24、B27、 
C2、C4、C8、C11、C13、 
C12、C14、C21、C22、 
C26、C29、D12、D13、 
D14、F1、F2、F4、F6、 
F8、F12、F13、F14、G12、 
G14、H12、J1、J2、J12、 
K6、K12、L8、NH1、 
NH2、P12、P18、Q1、 
Q2、Q4、Q5、Q6、R1、 
R2、R4、R12、T2、T14、 
T18、V12、V14、W14、 
Y2、Y7、Y8、Z2、Z6、 
Z7、Z8

弗吉尼亚

1A、1C、2A、2B、3A、 
4B、5A、7A、7F、7M、 
7Y、10A、10B、16A、 
16C、16E、16G、16H、 
17B、17G、17H、17M、 
18P、22A、22F、23A、 
23B、23T、25B、28A、 
29G、29K、29N、38B、 
Metroway、NH2、REX、 
TAGS (S80)

客流量低的路线将继续实行临时服务暂停，以分配资源解决
拥挤问题，并在最繁忙的 Metrobus 路线上提供更频繁的公
交服务。

新时刻表将适用于所有运营路线。
在 wmata.com/bus 上 查看新的公交时刻表。由于服务可能
会发生变更，本阶段将无法提供打印的时间表。

星期日

哥伦比亚特区： 
30N、30S、31、62、 
63、D2、E2、G2、 
M6、X8

马里兰： 
86、H12、NH2、T14、 
V12

弗吉尼亚： 
NH2

针对顾客和员工的 Covid-19 安全预防措施将继续有效：

•	 将继续实行后门上车，顾客乘坐 Metrobus 将免费。
• 乘坐公共交通仍需佩戴面罩。
• 乘车时请尽可能遵循社交距离。

Para recibir información sobre este proyecto, 
sírvase llamar a la línea de servicio al cliente 
de Metro al 202-637-7000. 

ስለዚህ ፕሮጄክት ተጨማሪ መረጃ ለማግኘት 
እባክዎ ሜትሮ ደንበኛ አገልግሎት መስመር 
ይደውሉ 202-637-7000. 

想要获取该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致电地铁

客户服务热线 202-637-7000。 

想要獲取有關此項目的其他信息，請致電地鐵

客戶服務專線202-637-7000。

Pour recevoir des informa�ons supplémentaires 
sur ce projet, Veuillez s'il vous plaît appeler la
ligne de service à la clientèle du métro à 202-637-
7000.

본프로젝트에관한더많은정보를
받으시려면 202-637-7000 (Metro 고객
서비스센터)로연락바랍니다.

Để có thêm thông tin về dự án này, hãy gọi số
Dịch vụ Khách hàng của Metro tại 202-637-
7000.

Para recibir información sobre este proyecto,
sírvase llamar a la línea de servicio al cliente
de Metro al 202-637-7000.

ስለዚህ ፕሮጄክት ተጨማሪመረጃ ለማግኘት
እባክዎሜትሮ ደንበኛ አገልግሎትመስመር
ይደውሉ 202-637-7000.

想要获取该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致电地铁

客户服务热线 202-637-7000。
想要獲取有關此項目的其他信息，請致電地鐵

客戶服務專線202-637-7000。

Pour recevoir des informa�ons supplémentaires 
sur ce projet, Veuillez s'il vous plaît appeler la 
ligne de service à la clientèle du métro à 202-637-
7000. 

본 프로젝트에 관한 더 많은 정보를 
받으시려면 202-637-7000 (Metro 고객 
서비스 센터)로 연락바랍니다. 

Để có thêm thông tin về dự án này, hãy gọi số 
Dịch vụ Khách hàng của Metro tại 202-637-
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