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仅此一块 发光公交站牌成“ 孤本”
因技术、成本等原因 目前并无推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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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叫好
发光柔和 小广告难“ 入侵”

昨天晚上8时许，记者来到建国
东路重庆南路公交车站，距离车站
还有几米之遥，记者就看见了站牌
上显示着的17路、24路、864路、730
路和夜宵线304路五路公交车的路
线信息，显然相比这一路过来的其
他公交车站，这个站牌显得特别“ 耀
眼”。记者注意到，沪上目前的公交
候车亭和站牌一直偏暗，尽管有的
候车亭装有日光灯，但由于光照不
均匀，站牌下半部分的线路信息还
是很难看清。反观这种新型的发光
站牌在外形上与其他公交站牌并无
差异，白天的时候不会发现这个站
牌有什么不同，但是一到晚上光源
就会均匀地透过站牌，使整个站牌
像是发光屏幕一样，柔和却不刺眼，
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见，让乘客即使

在深夜也能看得一目了然。
在采访中，几位正在候车的乘

客均对会发光的站牌表示欢迎，一
位先生说：“ 这个站牌好啊，看得清
楚，有的站牌到晚上看不清还要拿
出手机照，比较麻烦。”另外一位乘
客表示：“ 这也算便民措施吧，这个
应该尽快在别的车站也投入使用。”
另外记者还发现，整个站牌的周围
用铝合金镶包了起来，缝隙极小，这
使得小广告的“ 侵入”没了可能，这
对乘客来说可是解决了一大烦恼。

“ 以前对有的公交线路不熟悉，换乘
的时候想看看路线，结果发现被小
广告正好挡住，真是又可气又可
恨。”一位乘客表示。

公司表示
仅为尝试 目前并无推广计划

眼见沪上首块“ 发光公交站
牌” 在建国东路重庆南路公交车

站亮相至今已近满月，在市民普
遍反映良好的情况下，却迟迟不
见第二、第三块“ 发光公交站牌”
的出现，就在众人翘首盼望之际，
记者从制作方上海公共交通广告
有限公司获悉，“ 发光公交站牌”
作为一个试点项目，建国东路重
庆 南 路 公 交 车 站 将 独 此 一 家 ，别
无分号。

“ 这个项目仅仅是公司在技术
方面的一个尝试，一种能力储备，
并没有进一步推广的计划。”昨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交交通广告
公司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 接下
来，我们不准备做（ 发光公交站
牌）了。”

在谈到运行细节时，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 从目前来说，发光公交
站牌本身在技术层面上还要接受天
气等考验，比如我们是在冬天安装
的，那么散热装置在夏季是否运行

良好，还有在经历台风、暴雨天气是
否会有进水、漏电、短路的问题，这
些都是未知数。事实上，我们选择在
建国东路重庆南路公交车站试行，
也是因为这个站点离公司近，便于
我们随时监测，及时处理一些技术
问题。”

此外，据记者了解，成本也是影
响“ 发光公交站牌”推广的一个因
素。对此，相关负责人坦言：“ 仅从试
点情况看，很难测算成本，因为这不
仅牵涉到前期的一次性设备投入，
更多的是后期的维护，所以成本是
难以核算的。其实‘ 发光公交站牌’
大规模推广的必要性本身就值得思
考，一方面客观条件上，不是所有候
车亭都有电源；另一方面，在现有的
路灯以及灯箱日光灯的照明条件
下，绝大多数的路线信息还是能看
见的，因此大规模推广就存在重复
建设的可能。”

现在赴马尔代夫游
性价比最高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昨天，马
尔代夫驻华大使阿哈迈德·拉帝夫来
沪做客“ 驴妈妈社区”时表示，此时
游马尔代夫性价比最高，但由于现在
马累居民岛间有游行，建议游客尽量
避免前往。

据了解，中国已成了马尔代夫最
大的客源国，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
游客选择前往马尔代夫旅游。可是自
从2月上旬该国发生军事哗变之后，
前往旅行社报名马尔代夫游的市民
相对变少了，更多游客处于观望之
中。对此，马尔代夫驻华大使阿哈迈
德·拉帝夫昨天来沪，做客“ 驴妈妈
社区”答网友问时表示，受政局影响
的是马累居民区，现在间隙会有短暂
的游行，没有暴乱，但建议游客尽量
避免前往马累居民岛旅游。

阿哈迈德·拉帝夫强调说，马累
居民岛与马累机场岛是两个不同的
岛，游客在马累机场岛与其他岛屿旅
游没有任何影响。马尔代夫原来主要
为欧洲游客服务，只要有白沙与海滩
即可，但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多，部
分岛屿已经开始设有中文服务员，后
续会提供越来越多含中国元素的服
务，毕竟“ 现在的中国是马尔代夫首
要的入境旅游国”。

目前来往马尔代夫的航班大多
停飞，中国仅有美佳航空在北京、上
海等地直飞马尔代夫。据美佳航空代
表黄璐女士介绍，现在上海飞往马尔
代夫的航班是每5天一班，而4天6晚
的出游行程也最受游客欢迎。“ 现在
飞往马尔代夫性价比最高，往返机票
只需6000多元。”

马尔代夫属于落地签证，中国游
客只要持有有效身份证与机票，即可
到马尔代夫旅游。由于马尔代夫属于
穆斯林国家，游客前往需尊重当地的
风俗习惯，出入酒店以外的地方，穿
着应相对正式，不能过分暴露，也不
能携酒入境。如遇到任何问题，可以
向中国驻马大使馆求助。

浦东昨起发布
上下班天气预报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昨天起，浦
东新区气象局将在工作日发布上下班
天气预报，具体时间为：每天5时前发
布当天上班和下班时段天气预报，17
时前发布当天下班时段和第二天的上
下班时段天气预报。据悉，这是气象部
门2012年为民实事项目之一。

据了解，此前浦东新区气象局每
日的5时、11时和17时发布天气预报，
此次新增上下班天气预报，内容除了
天气、风及温度等气象情况外，还增
加了时段内的精细化天气预报，如：

“ 今天下班（ 16时-19时）阴到多云，
东北风3级-4级，4!-5!；明天上班

（ 6时-9时） 阴有小雨或小雨夹雪，
东北风3级-4 级，3!-4!。”

目前，市民可通过浦东新区气象
局网站（ www.pdweather.com）和浦
东新区政府网站（ www.pudong.gov.
cn）了解上下班天气预报。此外，浦
东新区气象局还计划逐步增加发布
渠道，通过短信、广播、电视、移动媒
体、微博等多种方式发布上下班天气
预报，为上班族提供出行咨询。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通讯员
冯昊 位于嘉定、普陀两区境内的轨
道交通13号线一期西段（ 华江路
站" 金沙江路站） 已经实现结构贯
通，近期开始铺轨和装修施工。记者
昨天从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获悉，
13号线一期西段7站将力争年底前
实现分段通车试运营的目标，接入
轨道交通路网。

西段长约9.4公里
可换乘3、4号线

轨道交通线路分段分期开通试
运营的形式，将对周边地区市民及
全体乘客的出行带来极大方便，但
也为随后线路全线贯通运营的转接
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工程
建设者通过方案优化，制定出了13
号线西段先期开通试运营的施工方
案：13号线西段长约9.4公里，开通
后，乘客可在金沙江路站换乘3、4号
线，进一步均衡轨道交通路网西北
地区的客流。

据介绍，目前，位于北翟路停车
场的铺轨基地已经投入紧张的铺轨
作业，此外，华江路站、金沙江西路
站和丰庄站等车站也已率先进入装

修施工阶段。东段（ 隆德路站" 南京
西路站） 各施工点亦在马不停蹄的
建设中。

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为纵
贯中心城区“ 西北———东南”轴向
的重要主干线，线路全长约为16.5公
里，线路途经上海市嘉定、普陀、闸
北、静安4个行政管辖区。13号线一
期共设14座车站，全部为地下站，分
别是华江路站、金沙江西路站、丰庄
站、祁连山南路站、真北路站、大渡
河路站、金沙江路站、隆德路站、武
宁路站、长寿路站、江宁路站、汉中
路站、自然博物馆站、南京西路站，
并设北翟路停车场一座。

据13号线现场项目经理荀为卓
称，13号线一期 东 段（ 金 沙 江 路
站" 南京西路站）预计2014年建成。
13 号 线 南 京 西 路 站 为 侧 式 车 站

（ 上、下行轨道并排从中间通过，
上 、 下 行 站 台 分 设 在 轨 道 两

“ 侧”），通车后将成为2号线、12号
线、13号线三线的换乘枢纽。目前正
在实施基坑开挖工程，预计2013年
底结构封顶，2014年完成施工。待13
号线一期全线通车后，乘客可在长
寿路站（ 7号线）和隆德路站（ 11号

线北段一期）换乘进入浦东新区，分
流2号线运营压力。

13号线一期工程
建设难点体现“ 三多”

据介绍，13号线一期工程建设的
难点体现在三多：一是线路穿越高
架、河流多，盾构掘进难度大。特别是
线路穿越河流比较多，4次穿越吴淞
江、6次穿越其他河道，同时因线路走
向需要，又穿越外环线、中环线、内环

线等高架线路，对盾构掘进的安全和
质量控制提出较高要求；二是多线换
乘站多，基坑施工难度高。5座换乘站
中，汉中路站及南京西路站为3线换
乘站，需对接既有线路车站，站体结
构复杂；三是开发结合多，周边协调
难度大。一期工程有10座车站与周边
地块开发相结合，其中：金沙江路站、
汉中路站、自然博物馆站完全在地块
内，与地块内的建筑结合，工程建设
期间需要整体协调。

晚上在昏暗的公交站点候车
时，乘客常常会发生因光线太暗，
站牌上的公交站名看不清楚的情
况。日前，沪上首块“ 发光公交站
牌” 在建国东路重庆南路公交车
站亮相，在接受市民“ 评头论足”
的同时，“ 发光公交站牌” 自身也
经受着气候等客观因素的考验。作
为一个新生事物，“ 发光公交站
牌”的出现已近满月，就在众多市
民期待有更多“ 发光公交站牌”出
现在身边时，昨天记者从制作方上
海公共交通广告有限公司获悉，该
项目仅仅是一种探索尝试，目前也
只是在一个车站试点，从目前来
说，公司并不准备在其他车站推
行，更没有大规模推广的计划。

本报记者 顾卓敏

轨交 13 号线一期西段启动铺轨工程
西段长约9.4公里 有望年底前分段试运营

13号线一期西段启动铺轨工程。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发光公交站牌目前尚无推广计划。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