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东拓段的景观座椅采用

高分子聚酯材料， 上面铺设了

木质坐垫， 天凉时坐上去也不

会感觉冷。

荩东拓街区东段结合历史文

化建筑的优美立面、外滩的极佳

视野，形成以海派风情为主的漫步

街区。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占悦

上海有望再添22条林荫道
林荫道总数将达到264条，总长超过258公里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林荫道，森呼

吸！今年是上海林荫道建设的第十年，市

绿化市容局拟再命?临沂路等 22 条

（段） 道路为上海市林荫道，9 月 8 日起

公示一周。届时，申城林荫道总数有望达

到 264 条，总长超过 258 公里。

从公示?单可见， 新增林荫道遍布

16 ?区。 最长的为草港公路，这是崇明

东西向主干道。 总长 2000 米的路段内，

沿线两侧种植水杉，树干高大笔直，使道

路整体呈现“一线天”的独特景观。 水杉

林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春夏交界，

水杉嫩黄，野花遍地；夏秋时节，水杉比

其他树木更早显出秋意；冬季北风吹来，

地上铺满一层厚厚的金黄色水杉叶。

而最短的一条林荫道仅长 240 米，

这就是黄浦区的香山路。 明晃晃的阳光

穿过树叶间隙，洒落一地光斑，身旁的老

洋房和树木光影交错。 如果你也喜欢这

样的浪漫，就不要错过香山路。香山路本

就不长，短得几乎让人忽略它的存在，但

这里的风景却无法忽视， 因为上海孙中

山故居、奥古斯丁会寓所、香山丽舍都坐

落于此。 另外，浦东新区入选的最多，有

三条（段），分列于临沂路、兰陵路、昌里

路，尤以悬铃木为特色。

近几年，林荫道的评定呈多元化，除

了传统的单幅路两排行道树外，双幅路、

三幅路、 四幅路道路板式的比例逐步提

升。绿化专家解释称，多排行道树的种植

更加凸显道路林荫效果， 加之景观色叶

树种的逐步丰富，如无患子、樱花、榉树、

栾树等， 使得上海的林荫道不仅能为市

民挡去盛夏的“毒日头”，也能尽显“春景

秋色”。 一些林荫道还与周边绿道、口袋

公园相衬，整体景观协调美观。

此外， 本市绿化部门从整座城市生

态系统布局考虑， 结合各区道路环境条

件合理规划，根据历史风貌区、商业区、

居民住宅区等周边特点， 努力引导林荫

道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 特别是连通区

内、区际林荫道，先后形成了瑞金二路区

域、衡山路区域、曹杨新村区域等较有代

表性的十大林荫片区， 林荫效益更加显

著。 比如这次入围的黄浦区香山路紧邻

瑞金二路林荫片区， 徐汇区高邮路靠近

衡山路风貌保护区，有文化有绿意，自然

景观也是街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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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汗水，都是为了更美的南京路
隐藏400余个窨井盖、放大街角的精致、兼顾外滩西望视角，步行街东拓段抓紧完善细节

南京路步行街与外滩，这两?上海最负盛?的地标终于“接上头”了。

这两天，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正进行建筑灯?调试、地面冲洗等最

后的细节完善，不少沿街商铺也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整饬，等待迎接本

周六正式开街。四面八方的市民游客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纷纷来到东拓

段散步拍照。 “这里望到的滨江天际线太美了！ ”

通过相关技术手段，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隐藏了路面上大大小小

400 多?窨井盖；巧妙设计了 30 根综合立杆的一字形排布，结合全新

引进的乔木，让步行街与外滩两端的视觉效果都实现“相看两不厌”的

最佳状态———东拓段，要留给大家的绝不仅仅是最美的视觉体验，更将

丰富人们的购物及游览体验。 是的，南京路步行街，对于一座城市和生

活其间的人们而言，其影响和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

据介绍，黄浦区将按照“经典优雅”的总体定位，全力推进南京路步

行街东拓段商业结构调整工作，积极跟进南京大楼、外滩·中央、慈安里

慈昌里等重点项目及周边支马路改造提升，打造世界级商业街区。

放大街角精致，潮店就来了

结合东拓， 东西向的南京路步行街与纵贯于其间的每条支马路都

有了更美的“交集”———通过放大这些精致的街角，从而勾连起一整?

街区的生态。

“人们熟知的国外特色门店，都藏身于小街小巷中，我们也可以打

造属于上海的特色街道。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项目总负责人、华建集

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景观设计总监包蓓蓓透露： 在设计阶段就提

出了“从街道向街区”延伸的想法，东拓不仅仅限于步行街上的 500 米，

更由南京路向周围背街小巷延伸。

比如，南京东路与江西中路交界口。 百余年前，这里竖起了上海乃

至全国第一盏弧光灯杆，彼时，由一台 16 马力（11.93 ?瓦）蒸汽引擎发

电机为其供电。 如今，依旧是这?路口，一边是东拓段商业载体面积最

大、商品品类最齐全的综合商业体新世界大丸百货，商场门口长条型水

景边未来将种上樱花树，让顾客游人体验落樱满池的绝美景致；而街角

另一侧众多沿街零售店铺也在设计师建议下对外观、 旗招店牌等进行

调整，凸显与海派风情相匹配的格调。

不管是小资情调的咖啡馆， 还是包含着老克勒情怀的特色餐饮店，通

过放大街角的设计感、精致感，一批潮店接踵而至。 比如，韩国知? IP品牌

KAKAO Friends即将在南京东路江西中路这?街角开张，就在店铺前面，

步行街专门设立了部分外摆摊空间、休闲座椅、支着阳伞的咖啡角等等。

引入首店旗舰店，也拥抱焕新老字号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除了空间延伸、品质提升外，还积极推进业态

调整，积极引入首店、旗舰店等，引领时尚风范。

据黄浦区商务委介绍：西段（河南中路至江西中路段），将依托新世界

大丸百货、华为全球旗舰店、艾迪逊酒店，形成以国际时尚购物为主的街

区，未来将充分利用户外广场举办商旅文活动，为街区注入新活力。

中段（江西中路至四川中路段），将依托外滩·中央、慈安里和慈昌

里项目，形成以摩登都市休闲为主的街区，将结合外摆打造舒适的户外

休闲场所。

东段（四川中路至中山东一路段），将依托和平饭店、斯沃琪艺术中

心及惠罗公司，结合历史文化建筑的优美立面、外滩的极佳视野，形成

以海派风情漫步为主的街区。

目前，东拓段的南京大楼内引入了全球最大、规格最高的华为旗舰

店，以“城市客厅”为理念，展陈近 1000种产品，通过合理的空间排布以及

观感、体验感的设计，打造万物互联的全场景智慧生活体验。而慈安里、慈

昌里项目将重点突出首店经济和老字号品牌焕新，引进 Rinaldini中国首

店和安踏奥运主题旗舰店、泰康优选店等一系列年轻人追逐的潮流品牌

以及善道米店、三阳手作店、黄隆泰花茶潮品店等老字号焕新系列。

在巧思中强调质感，更为未来“留白”

“没到过南京路，就相当于没有到过上海。 ”这句话中不仅透露着南

京路对于一座城市的形象展示意义，更彰显出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底蕴。

始建于 1851 年的南京路， 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建立的一条商业街。

因此，在东拓段的细节设计中也处处展现着这样一种历史文脉。 “当行

人低头时，也可以在地面上找到历史。 ”此次景观设计副总监陈康亮告

诉记者，特别是江西中路口，保留着上海第一盏路灯的街角，一旁的地

面有清晰文字介绍。 不仅起到装饰点缀作用，更展现着“微观历史”。

整?东拓段的各?角落都新增了不少具有海派风情的标识。 东拓

段上大约有十?雕錾着江南花卉的井盖，“我们希望来往行人能在不经

意间、举手投足间，用最简单与舒适的方式感知历史与文化，体会到南

京路的变化”。

简约大气，是此次东拓工程最重要的设计关键词。

就连原本“暴露”在路面上的市政电箱等，也被合理移动、适当隐

藏。 同时，路面 400 余?井盖也进行了隐蔽化改造，整条街道看上去更

加和谐统一。就连街边的植被，也换上了珍贵的品种，美国红枫、日本紫

薇、日本青枫等，根据不同季节焕发神采，让人流连忘返。

特别是此次还兼顾到了从外滩往步行街西望的视觉感官， 施工团

队在和平饭店南北两楼的外墙上，安装了柔和的照明灯管，以便在夜间

呈现更古典雅致的视觉效果。

尽管有着诸多巧思和设计， 目前的东拓段还是为往来行人和游客

留下很多活动的场地。“留白，都是为了未来的更多可能。我们不会一次

性把步行街都‘填满’，而要让步行街的未来有更多精彩和期盼。 ”包蓓

蓓这样解释。

138年前上海“第一盏路灯”周六将再次点亮
今年旅游节，黄浦区将推出四大主题十条旅游微线路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 在 2020

年上海旅游节开幕前夕，昨天黄浦区发布

区域内旅游节相关活动及黄浦区“城市微

旅行”线路。 将充分彰显文商旅融合优势，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文旅体

验、艺术展演、夜间市集、美食饕餮等四大

主题 11 项活动。

黄浦区，是上海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 此次上海旅游节开幕式将与步行街

东拓开街仪式相结合，相互辉映，充分展

现上海城市魅力。 届时，慈安里、慈昌里知

?品牌和网红集合概念店、 华为全球最大

旗舰店及南京路路面铺装、绿化景观、建筑

灯光等将给市民游客?来耳目一新的感

受。 作为开街重要标志，将点亮步行街上那

盏于 1882年亮起的上海“第一盏电灯”。

开幕当天，黄浦区将充分发挥南京路

旅游地标品牌标识，推出内容精彩、体验

多样、美好欢乐的“嗨翻南京路”文商旅活

动。 其中，南京路商业企业延长营业时间，

配套营销活动；举办“六合路小尖顶”创意

游园会；新世界城发行“畅游新世界”一日

游套票和新世界商旅文套票； 大丸百货举

办“新起点 乐步行”暨国际化妆品节主题

活动；华为全球旗舰店和入驻慈昌里、慈安

里的首店新品共同亮相。 同步打造线上南

京路，联合抖音、小红书等举办网红直播?

货， 组织老字号企业联合推出 “上海伴手

礼”。 在外滩·中央广场举办演出活动等。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黄浦区将打通

线上线下，在线下活动秀黄浦，主要有大

世界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节、2020 玫瑰

婚典“?着新房去旅行”、九子大赛、乐游

演艺大世界、2020 天地世界音乐节、 思南

夜派、BFC 外滩枫径周末限时步行街、TX

淮海艺术院线文旅大展等活动；通过云上

直播展黄浦，主要有“就是要出彩”黄浦旅

拍直播、上海大文旅直播等活动。

此外 ，聚焦 “红色旅游 、淮海路辟筑

120 周年、非遗传承、南京路步行街东拓”

等关键词，推出四大主题十条微线路。 既

凸显主题区块和内容，又充分考虑到不同

客群偏好和游览需求，多角度呈现文商旅

元素，合理安排用餐休憩和深度体验。

比如，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融入红色

微旅行线路。 三山会馆、上海世博会博物

馆、上海市外滩历史纪念馆、中国银行大

楼、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等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teamLab 无

界美术馆、 世博最佳实践区等文化场馆，

跨界组合，形成了“行走外滩，倾听历史回

声”和“行走世博，阅读工业传奇”2 条主题

线路。

经典红色游三条线路新增了全新开

放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和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

局机关旧址。

梧桐掩映下 2.2 公里的淮海中路，曾

诞生了上海第一家电脑商店、第一家美容

厅、第一家大众快餐厅，举办了第一次时

装发布会。 此次推出三条主题线路，主打

“上海购物”，送出一份“首店首发首选”和

“必吃必逛必买“清单，让游客在淮海路的

支马路里体验上海文化、上海制造和上海

服务。

还有非遗微线路，从大世界逛到豫园

老城厢，品老字号美食，看传统工艺。 东拓

后的南京路步行街也将推出微线路，呈现

步行街全新面貌，游人可以体验华为全球

旗舰店和“中华老字号”三阳手作。 以上微

旅行年度新品，都可以在“黄浦最上海”官

微中查阅。

在线新文旅精彩活动多，遇见“云端上的美好”
本报讯 （记者何易│周辰） 品牌?

货、 亿元补贴、99 元畅游长三角……今年

上海旅游节准备了诸多线上活动和购物

福利，期待着和市民见面，一起遇见云端

上的美好。

昨天下午， 记者从 2020 年上海旅游

节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将首次设立上海

旅游节“云旅游”平台，着力打造以上海为

核心的优质直播内容，同时联合长三角省

市开展线上线下互动，让市民游客在感受

上海魅力的同时，享受到超值优惠。

全新的“云旅游”平台，旨在让市民游

客通过“云旅游”，享受互动式、多媒体、全

资讯的智慧文旅服务。 围绕“吃、住、行、游、

购、娱”等多领域活动场景，在线呈现高质

量的文旅产品、漫游城市的精品线路、丰富

多彩的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云漫游”城

市新?片。 市民游客除了可以在“云端”浏

览今年上海旅游节的百余场线下精品活

动， 还可以线上参与来自各家平台的数十

场线上活动，包括在线直播、线上购物、精

品线路以及优惠福利等便民利民活动。

时下最流行的“直播+?货”也将出现

在本次上海旅游节活动中。 本次上海旅游

节将着力打造以上海为核心的优质直播内

容， 组织各大在线文旅企业推出各类潮流

新玩法直播活动， 并在直播过程中推出相

关惠民政策，让市民游客在感受上海魅力的

同时享受到超值优惠。部分企业将联动平台

入驻的线下门店，在上海地区发放巨额消费

券，紧抓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全力促消费。

以携程为例，将联合众多平台商家，在线上、

线下同步开启“旅行优惠狂欢”，通过直播、

大促、活动等方式提供亿元补贴。

长三角旅游联动也是今年上海旅游节

的一大亮点。 据悉，上海都市旅游卡公司将

推出“99玩一城 悠游长三角”文旅产品，首

批推出上海、杭州、南京、黄山、温州、南通、

丽水、湖州等 17 ?长三角城市的“99”特色

优惠旅游年票，市民游客仅需 99 元就可任

意选择一城游玩； 美团点评将在长三角地

区定向发放“文旅消费券”，与合作交流办合

作文旅扶贫专项活动，为上海市民提供更多

优质异地旅游优惠；叮咚买菜将在今年上海

旅游节期间开展一波以“云嗨吃”为主题的

“叮咚寻鲜季”活动，甄选包括上海、江苏、

浙江等地区的 47 种地域特色美食，以主题

展示、促销特价等方式推荐给消费者。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
市政协召开专题监督会 董云虎出席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昨天召

开“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推进落实情况”

专题监督会。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

会上， 副市长汤志平从强化责任落

实、坚持全程管控、创新方法举措、推动

社会参与、加强制度建设等方面，详细介

绍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

行以来， 本市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新进

展新成效 ， 以及存在的问题瓶颈 。 在

2019 年以来住建部对全国 46 ?试点城

市垃圾分类考核排?中， 上海始终保持

第一。目前，全市居民区垃圾分类达标率

已从 《条例 》实施前的 15%提高到 90%

以上，单位分类达标率达到 90%。

陆月星、马驰、黄勇平、尹大强、李道

季等 13?委员先后发言。大家认为，近年

来上海垃圾分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精细

化管理程度不断提高，成效显著。 委员们

建议，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持续提升全社

会对垃圾分类的知晓度和支持率，着力巩

固垃圾分类工作良好态势；完善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体系，细化分类标准，强化源头

减量，加强分类收运管理，提升湿垃圾处

置能力；强化政策扶持，促进垃圾回收再

生行业发展， 畅通可回收物回收利用链

条，提高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能力。

市政协副主席李逸平主持会议。

荨施工人员冲洗擦拭地面、填平地缝，为将最美南

京路呈现给游客进行最后的细节完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