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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上海道路停
车场的设置实行总量控制、加快智慧道

路停车场建设、欠缴拒缴停车费将被纳

入个人征信系统……昨天，为规范和加

强本市道路停车场管理，合理利用道路

停车资源，市交通委、市道路运输局会

同市公安交警、发改、财政等部门联合

印发 《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

该《规定》自10月15日起施行。

根据《规定》，本市外环线以内一

般不再新增全天性道路停车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设置时段性道路停

车场：停车位与停车需求矛盾突出的

住宅小区，其周边道路具备夜间等时

段性停车条件的；停车需求集中但现

有停车资源无法满足的中小学、幼儿

园和医院，其周边道路条件允许的；

夜间停车需求集中但现有停车资源无

法满足的商业街区，其周边道路条件

允许的；停车资源严重不足区域的人

行道范围内，条件允许且不影响行人

正常行走的。

《规定》明确，本市收费道路停车

场应当按照要求分级建设智慧道路停车

场，安装使用符合要求的电子收费系统

和智能感知设备，开通停车信息引导、

自动计费支付、便捷获取电子票据等公

共服务功能，推行无人值守、电子缴费

的智能收费管理模式。

机动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支付道路

停车费的，相关管理者应按照流程及时

向驾驶员催缴欠费并提供限时补缴服

务。驾驶员累计欠费次数或金额达到规

定数量，并经催缴仍未按照要求补缴

的，将依法作为失信信息列入本市公共

信用信息目录。

《上海市道路停车场管理规定》10月15日起施行

外环内一般不再新增全天性道路停车场

新华社上海10月12日电 （记者贾
远琨）10月12日，上海机场联络线1标的

最后一孔长32米的箱梁稳稳落在桥墩

上，标志着该标段全线架梁顺利收官，上

海机场联络线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上海机场联络线是上海首条市域铁

路，可与国铁共线运营，同时串联起上海

虹桥、浦东两座机场和上海虹桥火车站、

上海南站、上海东站三座火车站，可实现

空铁直通。该线路时速达160公里，可

使上海两大机场之间的通行时间从90

分钟缩短至40分钟。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上海机场联络线1标是该线路的起始

段，也是全线仅有的两个桥梁标段之

一。该项目的重点工程为72孔简支梁

的预制和架设。中铁二十四局集团上海

机场联络线1标一分部党支部副书记王

康介绍，该项目的施工工况复杂，跨越了

河流、高速公路和铁路专用线，施工难度

和节点保障难度大。

结合桥梁分布、沿线地形地貌特点，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将运梁、过孔、喂梁、

落梁等工序时间精确测算，科学组织施

工，自6月28日启动架梁工作至今，100

多天即顺利完成了施工任务，比预计时

间提前了40多天。

据了解，上海机场联络线建成后，不

仅将成为连接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的

“快速道”，也将实现铁路枢纽、空港与上

海市内交通的无缝衔接和快速通达，助推

长三角交通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超高压水射
流”机器人、带防撞墙板梁整体拆装、预制

节段防撞墙安装……一批节省时间且效

率高的施工工艺，正运用于内环高架设

施提升及功能完善工程（四平路—政本

路段）项目。记者近日从上海市道路运

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该项目于8月25

日晚正式启动，目前正按照工程计划目

标全力推进中，力争10月底完成外圈施

工。目前，桥梁梁体顶升支座更换、外圈

连续缝的维修和更新、外圈防撞墙杆件

基座切割已全部完成。

作为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试点，

此次（四平路—政本路）试验段北侧为东

走马塘，南侧为中山北二路，主线外圈方

向3车道，内圈方向2车道，全长约688.5

米，共计29跨，桥面宽度18米。施工内

容主要包括防撞墙带边梁更换、防撞墙

原位凿除新建、桥面铺装重做等，增设桥

梁健康监测设备、车辆动态称重抓拍设

备等，还将建设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

系统平台。

“为最大程度保障交通通行，白天

施工现场仅封闭一根车道。”承建方隧

道股份上海路桥内环高架提升工程项

目技术负责人沈国煜介绍，为此他们采

用了一批新的施工工艺，让每一道工序

的施工时间精确到“半小时”，确保每日

准时还路于民。例如，本次施工采用了

“超高压水射流”机器人进行混凝土破

拆，这是该设备首次应用在上海城市核

心区高架快速路的更新改造作业中。机

器人出水口直径仅1毫米，每分钟可喷

出200升水，通过高压水流对混凝土进

行切割，又利用混凝土和钢筋的材质不

同，巧妙地将钢筋保留了下来。

内环高架“年轻化”改造四平路—政本路段
预计本月底完成外圈施工

每道施工工序精确到“半小时”

在时空的轮廓里，新城应该怎样

标注自己的个性，涵养特色、传承记

忆？正所谓，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是

留住城市特色的关键。

走进昨天开幕的2022上海新城设

计展，你可以领略“一张蓝图”的和

谐之美，关于交通、居住、公共服

务、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15分钟

社区生活圈等10个专项行动、36项重

点任务的最新进展被一一列明。此

外，还可以细细品味一座建筑、一方

水域、一片社区的独特设计。

本次展览也是上海首次对“五个

新城”建设成果进行集中展示。

设计赋能，体现人文与
审美的高线

本次设计展集中呈现了“十四

五”时期上海新城建设聚焦的10个示

范样板区，分为中央活动区、产业社

区、老城社区3个维度。

以水兴业，清风徐来。嘉定远

香文化源，把远香湖畔生态空间的

高能级文化设施串联成环，携手未

来塔和活力谷；青浦老城厢和艺术

岛，复原水城交融的空间格局，寻

回依水而居的烟火气息，形成具有

江 南 韵 味 、 蓝 绿 工 程 的 文 化 活 力

地带。

以绿养城，生机盎然。奉贤望园

森林芯，发挥超大林地生态效应，延

续森林基因，建设引领城市新生活方

式的魅力湾区会客厅，活力与野趣相

映生辉。

以人为本，宜居宜业。南汇世界

顶尖科学家社区，展未来之翼，聚科

技之光。作为全球“最强大脑”汇聚

之地，建筑本身的“科技值”也点满

了，莫比乌斯公园兼容着科学元素的

大气与江南园林的婉约。

新城特色不会凭空而来，它既是

一个城市自然禀赋、建筑风格、园林

特色等体现出的审美取向，也是一个

区域文脉渊源、风土人情、人文面貌

等蕴藏着的文化积淀。

从设计出发，让建筑体现审美

高线，始终离不开市民的检阅。今

年一季度，新城十大公共建筑方案

征 集 活 动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参 与 投

票 ， 这 也 是 新 城 建 设 人 民 性 的 体

现。本次设计展着重把入围的优秀

作 品 以 图 文 和 模 型 的 形 式 表 现 出

来，便于参观者感受设计的多元魅

力和城市设计的可塑性。比如：奉

贤滨河剧场展区，4个入围设计方案

的模型可谓形之大美，有的是聚落建

筑形式，锦瑟之音从窗口倾泻而下；

有的建筑外衣形似网帘，流露出一丈

丝纶一寸钩的别致风情。

着眼宜居，绿带与飞虹
装点日常生活

还空间于城市、还绿地于人民、

还公共配套服务于社会——追求宜人

的景观环境，是新城建设的内核。

新城绿环是环绕在新城外围，由

森林、农田、草地、河流、乡村等要

素组成的绿色环带。它是上海生态网

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城外围重

要的乡村地区、生态空间和公共开放

空间。设计展特意辟出新城绿环单

元，网罗了来自国内外15家机构的设

计巧思。沿着绿脉，享受着林城相

依，一股清新之感扑面而来。

以“绿环校园”为主题的嘉定绿

环可谓环环相扣，生态环、学堂环、

慢行环、水网环动静皆宜；圩田是河网

地区的特色农业景观，青浦绿环以此营

造“圩水相依”的文化游览带；松江绿

环紧扣生态多样性，营造野鹿鸣呦、仙

鹤徘徊的意境；奉贤绿环显露大手笔，

四大全域生态郊野公园定会让人畅游林

田、流连忘返；南汇绿环的“涟漪”，串

联着水、路、田、林，每一抹都是洗涤

心灵的好去处。接下来，市新城推进办

将联合各部门推进新城绿环专项规划编

制，加快启动建设，依托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平台，将自然引入新城、将新城融

入自然。

一河、五段、十二单元、十八节

点、三十六驿、九十九桥链——从油

墩港到油墩谷，体现了“以规划系统

谋篇，以设计点亮未来”的内涵。设

计展中，油墩河谷被解码成蓝绿交织

的地图。这条河道全长36.47公里，

横跨嘉定、青浦、松江。相关部门已

从60多家设计单位中选出20多座桥

的设计方案，在这里打造一座桥梁博

物馆，演绎江南水乡、农耕人文。比

如，油墩港北船闸桥以青龙飞渡为意

向，一桥飞跨三河六岸；南闸桥位于

油墩河谷南门户的核心节点，取意松

郡亘脊。一旁的燕凌波剧场，形如一

叶扁舟，明堂水中游。

集中呈现10个示范样板区，分为中央活动区、产业
社区、老城社区3个维度

一展看“新城”，美好蓝图渐成实景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以“设计赋
能，未来之城”为主题的2022上海新

城设计展，昨天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

馆拉开序幕。这是上海对“五个新城”

建设的首次集中成果展示。

展览围绕设计如何以人民为中

心、如何建设最现代的未来之城这一

脉络，从城市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

计等维度，展现多项优秀设计成果。

本次设计展将持续至 11月 30

日。展览期间，“五个新城”也同步设

立分展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直观

感受到新城规划建设的美好蓝图。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

首次集中展示“五个新城”建设成果

重大产业项目单月开工数，被视为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潜能的晴雨表。

记者昨天从宝山区获悉，今年以来，

该区投资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累计开

工17个，项目总投资额达91.8亿元。其

中，9月单月新增开工项目7个，总投资

额达40.26亿元，接近开工项目总投资的

“半壁江山”，创下近年新高，“金九”之名

实至名归。

数量背后，更不容忽视的是项目“含

金量”。mRNA药物/疫苗开发平台基

地、医药研发创新产业基地、高端制剂转

化技术中心……一个个生物医药等领域

“头部选手”带来的种子项目，聚焦附加

值及利润产出较高的研发创新、高端制

造等环节，为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增

添动力之翼，也为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

注入新动能。

“金九”的“金”意味着，这些新

开工项目不仅惠当下，更利长远。细数

7个新开工项目，近半以上为公共创新

研发平台。“这些项目落地后，不仅能

惠及企业，也能带动区域创新活力迸

发。”宝山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解释，

从美迪西的小分子化学药和生物药研发

综合平台，到艾博生物的mRNA药物/

疫苗开发平台基地，这些创新平台都能

共用共享，实现错位互补，提升整体创

新“浓度”。

对发力建设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宝山

区来说，引来金凤凰，更要加速让科研成

果高效转化、让规模产出尽快落地。国

庆前夕进驻宝山药谷的上海优卡迪智造

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宝山速度”的

最佳代言人。

作为宝山药谷首个实质性启动项目，

其在竣工验收当天，就顺利取得二次装修

施工许可证。从验收到领证，时间差仅3

个多小时。值得一提的是，这张许可证的

出炉时间是当晚21时，可以说是加班加点

“赶”出来的。这也是相关部门探索的审

批新模式——产业载体单体竣工验收当

天批准施工许可证。

行政审批环节的“快”，正是为了企

业竣工投用的“早”。领到许可证的隔

天，装修队伍进场施工。对于分秒必争

的生物医药企业来说，这一审批速度无

疑是最佳的“营商环境广告”。

速度背后，映射出政府部门将服务

送到企业“开口之前”的用心。得益于机

制层面的保障，宝山区每个重大产业项

目都由专组推进，压实“首席代办员”责

任。代办员充分了解项目“进度条”，才

能在企业需要“搭把手”的关键时刻主动

介入帮忙，甚至提前预判企业需求，“急

人所急”。

“金九”的速度还将延续。接下来，

长江软件园、国泰生命科技园、蓝鹊

mRNA药物临床样品生产基地、申和温

度传感器、德迩智能座舱等一批重大产

业项目即将开工建设，为区域发展不断

找寻新的增长点。

9月7个项目总投资额达40.26亿元，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宝山单月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数创新高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日前，申城迎来今年第一波桂

花香。由于高温的影响，今年这波

桂花盛放比往年迟到一段时间。

2020年，早银桂于7月20日第一次

开花，是有记录以来最早的开花日

期。而2021年则创下了早银桂9月

21日最晚的开花纪录，只是这个纪

录仅仅维持了一年，今年又刷新了

最晚开花纪录。

 上海多个公园绿地的桂花逐

步盛开。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迟桂花
晚来香

■ 一个个生物医药等领域“头部选手”带来的种子项目，聚焦
附加值及利润产出较高的研发创新、高端制造等环节，为战略新兴
产业集群发展增添动力之翼

上海首条市域铁路
“机场联络线”1标全线架梁完成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上海首条“新
一代智慧公路”S32申嘉湖智慧高速公

路试点工程日前进入联调联试阶段，下

阶段将进行老旧设施拆除、系统平台测

试完善等工作。据悉，这项工程计划年

内全部完成。

S32申嘉湖智慧高速公路试点工程

于去年12月初启动建设，全长83.512公

里，运用大数据、边缘计算、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等新技术，以建设全要素感知、全

链条服务、全时空管控、全智慧管理的

“新一代智慧公路”为目标，构建了“人、

车、路、网、云”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的高

速公路智慧运维和韧性管控体系。

S32申嘉湖智慧高速全线路侧布设

了毫米波、激光雷达、边缘装备等多种

新型基础设施，可实时监测全路域范围

内“人—车—路—环—物—事”的运行

状态，实现高速公路24小时全覆盖、无

人化、全方位扫描巡检，交通异常事件

秒级自动识别；并通过打通收费、治超

和两客一危数据，实现对重点车辆的实

时监管。

在全要素感知数据的基础上，面对

道路拥堵、交通事故、施工作业等全场

景和雨雾、积水结冰等全天候环境，

S32申嘉湖智慧高速构建了全时空车道

级主动交通管控体系，形成了一套高速

公路综合监控、集成指挥、高效协同的

运营管理系统，有效提升高速公路面对

突发事件时的应急响应效率和协同管控

水平。通过路侧伴随式的全彩图文信息

车道级推送，基于地图导航的全程路

况、事件、车道路线实时信息查询更

新，着力提升公众信息获取便捷度和出

行服务满意度。

沪首条智慧高速公路开启联调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