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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交通事故较平日增加30%
大风大雨中，周一早高峰上班上学路更堵了

106座泵闸24小时“云监控”
金山朱泾镇筑起防汛防台“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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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一早高峰，受台
风影响， 上海的上班上学路拥
堵了不少。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
不少市民提早出行， 因此昨天
早高峰有所提前，车流量大、车
速较慢， 全市交通事故量较日
常增加 30%左右。

抵校时间
普遍晚了 10多分钟
“慢点，慢点，别跑，当心摔

跤！ ”早上临近 8 点，甘溪路上
的绿苑小学门口， 不少家长都
打着伞送孩子前来读书， 人群
中这样的叮咛声此起彼伏 ，有
相当一部分孩子比平日里要晚

到了 10 至 15 分钟。
蹲下身再整理一下孩子的

雨衣， 拉一下雨帽， 托一把书
包， 关照着孩子们各种注意事
项。 即便是亲眼看着孩子走进
了校园，家长们还是不放心，依
然站在校门外朝里张望着。

就在小学对面， 春蕾幼儿
园门口也是热闹得很， 这里的
孩子年纪更小 。 记者发现 ，尽
管 长 宁 交 警 和 辅 警 提 早 上

岗 ，指挥周边的交通 ，但由于
甘溪路来往都只有一条车道，
除了需要承担早高峰上班上学

路的车流外， 还是公交车的必
经之路，因此，通行压力不言而
喻。

交通事故
较平日增加了 30%
除了校门口的 “车龙 ”之

外， 市区的高架也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拥堵，不少私家车主连连
感叹“车速比乌龟爬行还慢”。

家住浦江镇的刘先生特地

提早了半小时出门， 一路沿着
南北高架往静安寺方向行驶 。
没想到的是，这留出的“余量”
还是没能抵御大风大雨的早高

峰。 “平时一般 1 个小时肯定能
到单位了， 今天这时间远远不
够。 ”刘先生直言。

和刘先生遭遇相同的上班

族不在少数， 高小姐就直接被
堵在了北横通道里。 “真的是纹
丝不动”，她坦言 ，平时早高峰
其实也会堵车， 但今天情况比
较明显。

记者发现， 不少市民上班
所耗时间延长的另一个原因

是， 路上遇到了不少抛锚和碰
擦事故，其中不乏一些“占地”
面积较大的公交车。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
受降雨影响， 昨天不少市民提
早出行，因此早高峰有所提前，
车流量大、车速较慢，全市交通

事故量较日常增加 30%左右。

警车护送
非机动车过江

“我们考虑到今天是周一
早高峰的因素， 所以在周末坚
守岗位持续工作基础上， 今天
继续加强道路现场指挥疏导和

服务管理。 ”市交警总队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 为了确保全市道
路交通安全有序， 尽最大限度
缓解道路交通拥堵， 全市交警
部门根据各自辖区交通特点 ，
清晨五六点开始陆续上岗 ，早

高峰前全部到位。 高架交警所
有重点岗位全部提前 1 小时上
岗， 加强道路现场状况的安全
检查。

考虑到风雨天轮渡逐渐停

航， 交警部门也紧急启用了警
车护送非机动车从隧道越江的

勤务方案 。 昨晨 6 时 30 分开
始，在大连路隧道浦西入口处，
交警就有序引导需要越江的非

机动车在大连路惠民路路边等

待。当车辆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交警对机动车开展临时交通管

制 ，并由两辆警车领队 ，以 20
公里每小时的安全车速， 带领
非机动车队从隧道安全过江。

据悉， 考虑到周一早高峰
因素， 虹口交警加大了非机动
车队隧道越江的护送频次 ，一
方面解决骑行非机动车市民的

越江需求， 一方面尽量减少对
机动车车流的影响。

此外，为应对中环下匝道、
军工路上匝道大车流， 杨浦交
警在周家嘴路军工路卡点将绿

灯时间延长 15 秒，有效缓解了
道路交通拥堵情况。

记者了解到， 作为杨浦区
通往外区的重要隧道———军工

路隧道上匝道周边重点路段 ，
民警在路口疏导交通的同时 ，
在上匝道点位设置了一处 “观
察哨”，实时观察、疏导车流。与
此同时，展开视频巡逻，并实时
上报下立交、隧桥、涵洞积水情
况。

本报讯 “目前，幸福圩渔
洋泾北泵闸内河水位已降至

2.5 米以下，暂时平稳……”受
台风 “轩岚诺 ”影响 ，阵雨不
断， 河流水位有上涨趋势，在
金山区朱泾镇圩区控制中心，
后台工作人员正通过联圩自

动化管理系统，对全镇所有的
水闸、泵站进行监测。

朱泾镇境内水系较多，往
年汛期，工作人员只能冒着风
雨到现场查看河道环境、报水
位、闸坝调度、积水排查，信息
传输相对延迟……

今年， 朱泾镇依托联圩
自动化管理系统，将 6 个圩区
内的 106 座泵闸纳入其中，实
现了水文信息 24 小时 “云监
控”， 水利设备远程 “云控
制 ”，让防汛工作更高效 、精

准、便捷。
“每个泵闸站点都安装

了全方位高清监控设备和传

感装置，能将现场图像和数据
传送至系统。通过这个界面 ，
可以看到内外河水位数据 、
降雨量等，方便调度，还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远程操控主干

河道水闸的启闭。 ”工作人员
介绍。

该系统还能够自动收集

雨情警报、水情警报、气象警
报、 设备运行警报等报警信
息， 并通过 Web 发布系统和
手机 APP 系统对外发布 ，使
各级管理人员能够及时掌握

相关信息，以便在第一时间进
行正确有效的应对。

“防汛防台数字化， 是实
现关口前移， 精准监测预警，

科学决策调度，变‘以救为主’
为‘以防为主’的重要手段，能
够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好效

果。 ”朱泾镇水务站站长邵益
兵表示。

据了解，自台风“轩岚诺”
生成以来，朱泾镇党委 、政府
高度重视，充分发挥 “五组工
作法”经验，组建五个工作组
时刻待命。

社区力量、 专业力量、志
愿力量一同守护下， 当晚，朱
泾镇3个集中安置点安置工作
井然有序；12 处市政设施、1255
亩蔬菜大棚及时加固； 黄沙 、
抽水泵 、雨具等防汛物资提
前布局搬运到位 ；各村居巡
查队伍 ， 轮班彻夜值守 ，确
保发现问题，处置及时有效。

���■郭娜 姚丹萍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胡

玉荣 ） 国庆长途车票今起发
售。 记者从上海长途客运总站
获悉， 自 8 月 8 日恢复试营运
以来， 目前每日营运班线 100
余班。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的
来临， 总站积极与相关客运公
司、 对方客运站沟通， 努力恢
复、 调整班次， 为旅客出行做
好准备。

据悉， 长途客运总站自 9
月 6 日开始 ， 可预售至 10
月 7 日前所有天数客票， 合计
预售 32 天， 9 月 29 日恢复 10
天预售 ， 当日可预售至 10
月 8 日。 总站官网及无线设备
购票预售日期与现场保持同

步 ， 总 站 购 票 官 方 网 址 ：
www.kyzz.com.cn， 或进入官网

扫描二维码下载总站 APP，
关注总站支付宝生活号 、 微
信订阅号等平台进行在线购

票。
此前， 交运巴士长途南站

宣布， 从 9 月 1 日起， 可预售
至 10 月 7 日前 （含） 所有始
发班次车票 。 微信售票平台
（“交运巴士” 公众号） 及第三
方售票渠道 （携程、 飞猪、 巴
士管家等 ） 同步出售双节车
票， 详细班次信息以网络售票
平台信息为准。

需要提醒乘客的是， 目前
处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 乘
客进出客运站需规范佩戴口

罩、 进站测量体温、 查验健康
码。 出现体温高于 37.3℃的 ，
不得进站乘车。

■摄影 贡俊祺

国庆长途车票今起发售
长途客运总站日均已恢复班线百余班

冒着风雨送孩子上学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