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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与国庆相连 小型车免收通行费可否提前一天？

公路部门：
9月30日可否免费要等通知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今年国庆长假
起，
小型客车将免收通行费。不过，
随着国
庆假日临近，不少打算开车出行的市民开
始纠结：虽然之前下发的通知称中秋节不
在免费之列，但今年中秋节与国庆长假是
“ 打包”在一起连放８天的，这样的情况下
今年中秋是否也会有
“ 免费大餐”？
对于这一问题，本市公路部门昨日表
示，上海有关方面正在着手制定具体的实
施方案，但目前尚未拿到具体的操作办
法，因此９月３０日中秋节能否免费暂时还
不清楚。

点搞笑了。”
对于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本市公路
部门表示，目前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应对预
案仍在制定中，
“ 上级部门制定好具体方
案后会下发通知，到时候怎么规定的我们
就怎么执行。”
而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中秋节应
该也一起免收通行费，
“ 毕竟是连在一起
放假的，再说也不差这么一天。”

》发布厅

是否会设免费通道？
业内建议免费车与收费车应分流

早在
《 通知》下发之初，就有很多有
车族对免收通行费后收费站如何组织非
常好奇，比如，到时候是否会针对免费车
根据最新下发的《 国务院关于批转
辆开设专门的免费通道？车辆过收费站时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
是否还需要
“ 卡进卡出”？对于这些问题，
本市公路部门表示还要等具体的实施方
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 以下简称
案出台。不过，业内人士认为，无论采取什
《 通知》）的规定，今后每年国务院办公厅
么样的通行方式，今年国庆节首次免收通
文件确定的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
行费都是对高速公路收费道口现场管理
及其连休日期间，在收费公路上行驶的７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将免费通行。８月７日， 的一次考验，需要相关部门制定周全的措
施和预案。
交通部又发文明确，从今年国庆节假日起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设置免费通
开始实施
《 通知》要求。
道，可以将免费车辆与收费车辆
“ 分流”，
对于这一
《 通知》，很多有车一族很
避免两者混合通行耽误时间。但设置免费
快就从媒体的报道中有所了解，并对端
通道也可能会出现麻烦，比如万一有收费
午 节 、中 秋 节 没 能
“ 入 选 ”感 到 有 点 可
惜。不过，很快就有细心市民发现，虽然 车辆开到了免费通道，后面又有很多车堵
中秋节不在免费之列，但今年中秋节与 着，该怎么办？
此外，随着ＥＴＣ车道规模扩展，目前
国庆长假是连在一起的，
“ 这种特殊情况
下会特事特办吗，让今年中秋也能免收 本市ＥＴＣ用户数已突破２２万，周一至周五
通行费？”
工作日高速公路路网ＥＴＣ日均流量达１４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通知，今年 万辆次，约占路网总流量的２０％，使用ＥＴＣ
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安排为：９月３０日至 畅行高速公路网已经越来越成为驾车一
１０月７日放假调休，共８天。９月２９日
（ 星期 族的首选。而重大节假日免收通行费实施
六）上班。有市民认为，这两个节假日是 后，ＥＴＣ车辆该怎么办？是否仍需走ＥＴＣ
“ 打包”在一起安排放假的，既然从９月３０ 专用通道？
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提高路网
日开始放假，那么也应该从９月３０日中秋
节开始免收通行费，
“ 如果９月３０日开始放 通行效率上来说，免收通行费后，ＥＴＣ车
假，但非要到１０月１日才开始免费，那就有 辆应该还是会走ＥＴＣ专用通道。

两节碰巧相连
很多车友希望
“ 打包”免费

卫生部要求肺结核检查纳入新生入学体检项目

上海：去年起已经开始实行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卫生部近日就 职员工及学校入学新生，接触粉尘或有害
《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 气体的企业人员，乳牛饲养业从业人员，
稿）》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医疗卫生机构 其他易使肺结核扩散的人员。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秋季新学期开
对相关从业人员、入学新生进行健康体检
时，应当将肺结核检查纳入体检项目。记 始，在上海，结核病检查已经作为新生入
学体检和教职员工每年常规体检的必查
者了解到，上海已从去年秋季开学实施了
项目，并纳入学生的健康体检档案管理。
相关规定。
上海市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去年７月联合
我国
《 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已发布
发布了
《 上海市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实施２１年。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要求，医
疗卫生机构对部分人群进行职业健康检 （ 试行）》，其中明确规定，结核病检查要
作为新生入学体检和教职员工每年常规
查、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入学体检等健康
体检的必查项目，并纳入学生的健康体检
体检时，应当将肺结核检查纳入体检项
目。这些人群包括从事结核病防治的医疗 档案管理；托幼机构和小学对新入托、入
卫生人员，食品、药品、化妆品从业人员， 学儿童开展免疫接种证凭证入学查验工
《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范围内的 作，发现没有接种过卡介苗的儿童，家长
从业人员，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的教 应带其到预防接种门诊补种卡介苗。

英语四六级涨考试费？上海不涨
考试成本不断上升，
为保障考试工作的顺利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Ｏｈ！Ｎｏ！英语
开展，
同意对我省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四六级考试费要涨价了！”日前，
一则大学
具体为：
大学英语
英语四六级考试费用即将涨价的消息在微 费收费标准作适当调整，
四级２８元／生
（ 含上缴国家８元），
大学英语六
博上广为流传。
考生在网上哀叹声一片，
一
级３０元／生
（ 含上缴国家１０元）。”
位考生更是感叹道
“ 考一次够我喝十瓶酸
随后，广东省
《 羊城晚报》也发布消
奶了！” 记者昨天从市教育考试院证实，目
息称，
“ 广东维持多年的四六级考试费用
前上海并无调整此项费用的计划。
拟于今年下半年进行调整。待审批通过
“ 曾被誉为
‘ 国内同类语言类考试中收
后，具体情况将有明确的公示。”
费最低’ 的英语四六级考试费用要上调
这则涨价信息让不少大学生感到吃
了！”这几天，
一则关于英语四六级考试费用
涨价的消息在网上热传，不少考生纷纷转
惊，不少人更为担心涨价风会刮到自己所
发。记者随后查证了安徽省物价局的官网， 在省份。记者昨天致电上海市教育考试
在其官方网站的首页上，
确实已发布相关公
院，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并
告。公告称，
“ 鉴于我省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无调整此项费用的计划。

１１号线罗山路站结构封顶。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１１号线交通大学站主体结构完成

年底华山路部分路段恢复交通
上海轨道交通
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昨天发布，
１１号线
北段二期工程已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
１３座车站在结构封
顶后开始设备安装
和车站装饰施工，
全长４６．８公里的轨
道铺设已完成７０％
，
年内列车将上线调
试，
明年上半年建成
具备试运营条件。
本报记者 陈轶珺
通讯员
金嘉模 徐平

１１号线北段二期起点为长宁区华山
路中间风井，途经长宁、徐汇、浦东新区三
个行政区，线路长约２１公里，设站１３座，其
中今天结构封顶的罗山路站为车站高三
层，既是１１、１６号线的换乘枢纽，又是紧邻
的川杨河停车场的八股车道出入场线通
道，是目前上海乃至国内唯一的轨道交通
的高架枢纽。
被列为国内最大的川杨河车辆基地
段址位于浦东新区华夏中路和罗山路东
南角、规划御桥路北侧、磁浮线的西侧。车
辆段总占地面积约６７．３５公顷，总建筑面积
为１７５６７３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大部分土方、管道、房建
等工程；其中建筑单体的桩、承台已全部
完成；停车列检库结构完成７５％，出入场线

的立柱、盖梁已全部完成。
市民关注的位于市中心区华山路、淮
海西路口的１１号线交通大学站，为１１号线
和１０号线的换乘车站，与正在运营中的轨
道交通１０号线呈
“ 十字”交叉。目前车站
主体内部结构已经完成，出入口、联络通
道以及装修安装施工已经全面展开。
年底将恢复华山路 （淮海西路以南）
路段的全部道路交通，并同时部分恢复
华山路（淮海西路以北）的４根车道中的２
根车道，专用于公交、大客车、出租车的
通行。
轨道交通１１号线的西延伸段
（ 安亭站
至昆山花桥站）计划年内结构贯通，明年４
月车辆上线调试，
２０１３年９月底具备试运
营条件。

老外房东抛售高端板块？
仅是个别现象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浦东陆家嘴、
联洋，长宁虹桥、徐汇中心等高端住宅板
块的房屋买卖调查显示，近日本市几个高
端住宅区域内开始出现了所谓房东抛售
的现象，部分降价幅度高达２０％，不过，记
者采访发现，目前这仍仅处于个别现象。
２１世纪不动产上海锐丰新古北豪宅
店高级经理任甦麒证实，近日板块内二手
房源抛售的情况确实有所出现，且多为外
籍房东，其约占板块内境外房东挂牌总量
的２０％左右。
这些抛售房源多为集中于总价在
６００－１０００万元之间的中高端产品，该些境
外房东之所以抛售，主要由置换及归国两
方面的因素构成，其分别占到了总数的
６０％与４０％。但该些让利房东对于购房者

往往具有颇多要求，比如不接受贷款购
房，需规定时期内一次性支付全部房款。
同样的情况在浦东陆家嘴板块也有
体现。该板块近日确有几个韩国籍房东因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并不明朗，准备离开上
海回国发展，故存在让利抛售行为。但这
是因为其购置房源较早，通过近年来的房
价上涨及人民币升值早已赚得盆满钵满。
业内人士介绍，以陆家嘴板块为例，
因部分业主基本上是２００８年以前以较低
的价格在该板块入市购房的，目前板块成
交均价４万元／平方米以上，随着去年楼市
高压调控下，这些业主认为该区域的投资
回报率已达到一个高点，而当时房价的下
滑也促进了这一情绪的发酵，所以出现少
部分的抛售情况。

34家美容店因违法违规经营被处罚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昨天，记者从
市卫生局获悉，本市近阶段全面开展整顿
规范医疗美容市场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查
处未取得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
事医疗美容活动、擅自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的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相关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２３６４人次，共检查医疗美容场所９４９

户次，其中３４家美容店因违法违规而受到
处罚，如长宁区杜峰美容美发院、上海唐
风汉格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等美容店未取
得
《 医疗执业许可证》、违规发布医疗广
告被处以罚款、责令整改等行政处罚；闵
行区的欣宜美容院、上海动静界美容院等
因未取得
《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证
擅自执业而受到严肃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