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城市沙滩本月20日起免费全开放
轨交22号线开通后将设海滨短驳车来回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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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梦麒 不同行
业的人分享同一个办公空间，在相
互交流中摩擦出新的灵感。在上海，

“ 联合办公” 已经不再是闹市区的
专利。近日，“ 联合办公”场所“ 伯
阳创业园”在崇明城桥镇诞生运营，
它 是 崇 明 岛 上 第 一 个 民 间
co-working 创业空间。

没有格子间，没有老板，柔 和
的光线从高大的落地窗洒进140平
方米的办公空间，绿色植物在各个
角落蓬勃地生长。在“ 伯阳创业
园”里，自由职业者们可以用自己
喜欢的任何姿势办公，站着、坐着，
如果累了，躺倒也没问题。渴了的
话，办公室一角的茶水间提供咖啡
和 大 麦 茶 ，如 果 饿 了 ，麦 片 、小 蛋
糕、水果、泡面⋯⋯随意享用。会议
室里可以放映电影，休息区有桌上
足球，如果你是音乐发烧友，还有
吉他供你自弹自唱。

“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创业
园的创始人龚雪说，“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伙伴。”

自由职业者，没有工作指标，不
用忍受交通拥堵，听上去很酷，不是
么？“ 但是你猜，我们缺少什么？我
没有同事，没有伙伴，没人聊天，没
人八卦。”一位设计师在微博上抱
怨，“ 甚至每次想上厕所，都找不到
人一起去。”

龚雪告诉记者，创办联合办公
的创业园，其主要原因，正是“ 创业
路上太寂寞”。龚雪曾是市区一家游
戏公司的员工，去年7月决定回岛创
业：“ 起初，我只是为自己的公司建
立办公场所，而后我们发现，公司的
人不多，独自使用那么大的空间太
浪费，不妨共享出来。”

某网站创始人黄杰是联合办公
的首批“ 客户”之一，在他看来，联
合办公的好处绝不仅仅是降低成本
和排遣寂寞，“ 我们还能在交流中相
互利用创业资源，比如人脉关系和
社会资源。抱成一团，也有利于争取
政策扶持。”

“ 另外，有些年轻人刚刚创业，
不知道该如何注册公司，” 龚雪说，

“ 我们正好对这方面的信息比较了
解，可以提供帮助。”

与市区的联合办公不同的是，
岛上联合办公的群体离不开“ 农
业”和“ 旅游”。“ 我们一起办公的
一位朋友，想更新农产品礼盒，”龚
雪说，“ 后来发现办公室里另一位是
搞设计的。两人在聊天时一拍即合，
省掉了不少成本和麻烦。”

联合办公的空间里，还聊出过
不少创意，比如“ 农旅联盟”。“ 旅
游的人和搞农产品的人碰到一起，
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如何把旅游做
进农业里。现在，我们定期会召开

联盟会议，商量怎样把‘ 绿色崇
明’做强做大。”

如果想要入驻，必须满足哪些
条件？龚雪介绍，只要在驻的各位一
致同意即可。“ 费用目前是每人每月
500元，半年起签，灵活退出机制。水
电宽带等日常运营成本根据在驻人
头平摊。”

不过，目前创业园面临的最大
问题还是人气不足。“ 岛上联合办公
的群体不可能像市区那么大，”龚雪
说，“ 但是，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回岛创业，岛上联合办公的
前景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记者昨天
从市建交委官方微博获悉，亭卫公
路大修（ 金山工业区大道———漕廊
公路）工程已正式开工，工程北起
金山工业区大道，南至漕廊公路，全
长4.66公里。施工内容有机动车道
混凝土板块破碎黑色加罩、慢车道
修复加罩、桥梁加固加罩以及绿化、
人行道等附属设施改造，计划10月
份完工。

为减小工程施工对道路交通的
负面影响，亭卫公路大修工程采取半
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车的交通组
织方式。

该工程将沿用去年一期工程时
引进的共振碎石化工艺，不仅承重和
防水效果好、振动影响小、程序简便，
还缩短工期、降低造价，更将碎块垃
圾一并予以处理，把施工造成的交通
影响降至最低。

今年，金山区管公路桥路改建工
程涉及金张公路、田阳路、朱山路、松
金公路上的13座桥梁，全部工程将于
11月中旬竣工。

此次施工除联新河、红旗港、北
黄泥沼三座桥梁采取半幅施工外，其
余均封闭施工。在封闭施工过程中，
潘家桥搭设人行便桥，其余桥梁均需
搭设车行便桥。车辆途经潘家桥需从
松金公路绕行康德路和东贤路。

设短驳车串连轨交 22 号线
已开始着手引入餐饮

“ 往年城市沙滩游泳场开放时间
从6月10日开始，今年考虑到天气原
因我们推迟了10天。”金山新城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顺林介
绍道，自去年开始，金山城市沙滩在
日常期间除已出租区域外实行免费
全开放管理，据统计，2011年客流量
220万人次，同比增长37.8%，最高单日
客流3.5万人次，创历年新高。据悉，城
市沙滩将于6月20日至9月10日旅游旺
季期间继续在日常期间实行免费全
开放管理，在重大赛事活动期间实行
全封闭管理。

对曾经在盛夏时节前往城市沙
滩的游客而言，“ 人满为患”的场景

一定毫不陌生，为了缓解客流压力
并为游客营造良好的游玩环境，城
市沙滩已投入1000万元进行配套设
施的完善，其中包括完成面积约500
平方米的“ 三岛两桥游”游客候船
厅、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餐饮商业
设施、面积约1600平方米景观道路
绿化和长约1.5公里的景观长廊大修
工程。

“ 我们正在积极引入品牌餐饮机
构。”王顺林说道，沙滩的季节性特点
让很多知名餐饮品牌望而却步，但管
理方已经开始与有意入驻的餐厅接
洽。此外，由于城市沙滩临近石化城
区，如果游客们希望在沙滩吃上一顿
海鲜大餐，可以选择前往不远处的金
山嘴老街和城区内的海鲜一条街。

王顺林呼吁市民们绿色出行，更

多选择公交和地铁的方式前往沙滩。
“ 轨交22号线开通以后，站点和沙滩之

间会有短驳车，估计客流量也会大大
增加。”此外，他建议市民们尽量错峰
游玩，比如都市白领们可以选择下班
后来夜场游泳区，避开周末高峰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管理方特别
设置了景区投诉电话号码57940778，
由金山新城管委会游客服务中心一
门式受理，区各职能管理部门归口处
理，提高游客满意度。

新建近千个游艇泊位
年内开通普陀山航线

目前，金山城市沙滩景区总面积
约1.88平方公里。拥有3.5公里保滩大
坝，1.75平方公里碧蓝澄清海水水域，
人工铺设的12万平方米的金色沙滩

和1.7公里的景观长廊。随着一期工程
的收尾，金山城市岸线二期建设工程
已开始动工。

作为沪上感受海滩的知名地标，
金山城市沙滩是否会扩容一直为市
民们所关心。据介绍，在“ 十二五”规
划期间，城市沙滩南面将开始围海，
开辟一处25万平方米的天然海滨浴
场，给市民游客带来下海游泳的快
乐。该工程位于荔浦路以西区域，占
用岸线1.2公里，计划圈围面积约50万
平方米，其中15万平方米为生态湿
地，25万平方米为滨海游泳场所，10
万平方米为游泳区与外海的安全缓
冲区，有望2014年免费对市民开放。

一旦海滨浴场建设完成，消暑纳
凉的市民到金山城市沙滩游泳，不用
再像“ 插蜡烛一样的泡澡”，可以自

由徜徉。
长期以来，金山城市沙滩致力于

打造立足长三角的旅游观光集散地，
年内将开辟金山嘴到普陀山客运航
线。此外，包括大金山岛、小金山岛、
浮山岛和杭州湾大桥和东海大桥的

“ 三岛两桥游”项目正处在编制方案
和可行性论证过程中。届时，人们可
以欣赏到无人居住的岛上十分优美
的生态环境，岛上遍山都是猴子，还
生长着60多种陆地绝迹的植物。

游艇产业项目同样引人注目。
据介绍，该项目主要位于车客渡码
头周边地区，重点发展游艇产业，计
划新建1000个左右游艇泊位和游艇
俱乐部，开展游艇展示、出租、停泊，
开展游艇租赁、海上垂钓等水上赛
事活动。

盛夏的脚步临近，躺在金色沙
滩上享受碧海蓝天正在逐步升温。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金山新城管委
会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由于
天气原因，今年城市沙滩的游泳场
将延迟10天运营，从本月20起至9
月10日的旅游旺季期间，金山城
市沙滩将一如既往免费全开放。

此外，金山城市岸线二期建设
工程开始动工，“ 三岛两桥游”候
船厅已建设完成，年内还将开辟金
山嘴到普陀山客运航线，紧邻沙滩
的25万平方米滨海浴场工程也将
开启。

本报记者 朱莹

崇明岛上首现“ 联合办公”

联合办公是正在兴起的一种新
的工作形式。不管是SOHO一族，自
由职业者还是那些常年在差旅中工
作的人士，往往不得不忍受成为一
个孤立孤独的脑力劳作者。而联合
办公旨在为这样的一群人提供一个
空间，让志同道合的人们能在协作
协力中擦出更多的火花。让创意人
群有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平价工作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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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卫公路动工大修
计划10月份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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