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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城市沙滩本周六重新对游客开放
３２００米长围海大堤已修复完成
经过为期一周的抢险修复，金山城市沙滩将于本周六重新对游客开放。
受第１１号台风
“ 海葵”影响，城市沙滩受损严重，一度持续封闭管理。记者
昨日从金山新城管委会获悉，目前长３２００米围海大堤已完成修复，２万平方
米游泳区水质专业机检测后达到国家ＩＩ类水标准，城市沙滩已基本具备开放
条件。
本报记者 朱莹

８月８日上午至９日凌晨，
“ 海葵”
登陆，金山海滩沿岸首当其冲，连夜
暴风骤雨之后，城市沙滩受到重创。
沙滩管理方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城 市 沙 滩 可 谓 此 次 受 第 １１ 号 台 风
“ 海葵” 袭击影响最严重区域之一，
直接经济损失达到７３０万元，大堤出
现险情，游泳区域安全隔离网损毁，
部分游乐设施受到破坏。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
由于台风席卷，潮水汹涌，导
致原本的水域圈围防线被突破，城市
沙滩水质受到污染。
记者了解到，台风过后，工作人
员一大早就抓紧时间开展抢险工作，
保洁工们马不停蹄地清扫垃圾、清运
断枝、
打捞漂浮物、扶正树木，专业人
员则对受损设施实施抢险修复。
金山新城管委会党政班子领导
和各业务科室负责人在第一时间就
赶赴金山城市沙滩，检查灾情，及时
处置
“ 海葵”袭击造成的灾后事宜，
落实了５项工作措施，一是配合区水
务部门加强对大堤安全隐患的排
查，发现险情，及时抢修，确保大堤

万无一失；二是及时委托专业部门
开展对游泳区水质的检查和处置，
确保水质安全；三是加快对游泳区
安全隔离网和游乐设施的抢险修
复；四是加快市政道路、绿化的养
护，确保环境整治；五是为确保游客
安全，及时向社会发布告示，在城市
沙滩抢险修复期间，实施封闭管理，
不对外开放。
目前，长３２００米围海大堤已完
成修复，并通过专业部门检测，达到
安全防洪标准；城市沙滩２万平方米
游泳区水质在通过专业机检测后，
达到国家ＩＩ类水标准，适宜开放游
泳；９万平方米沙滩经过多轮的筛选
和补沙，保证了沙滩沙质安全；城市
沙滩上各类设施和绿化已完成抢
修，恢复了原貌。
本周六，城市沙滩将再次向广
大市民和游客开放，管理方表示，将
继续加大管理力度，努力提升城市
沙滩形象，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
一个舒适、安全、文明的休闲消暑度
假场所。

》相关新闻

金山受灾农户领到农业保险预付赔款
“ 有了这笔赔款，我们恢复生产
的资金就有着落了。”金山区上海银
龙蔬菜专业合作社董事长王君感动
地说道。
近日来自上海银龙蔬菜专业
合作社、朱泾、廊下、漕泾等５家蔬菜
种植基地和合作社作为代表领到了
共计４６０万元的农业保险预付赔款。
今年第１１号台风
“ 海葵”过境，
其高强度、长时间的大风暴雨对申城
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是继
２００５年
“ 麦莎”“
、 卡努”台风以来，
申城遭遇到最强的一次台风考验。受
台风
“ 海葵”影响，本市蔬菜生产受
损，据统计，菜田受淹７７０６４亩，占目

前蔬菜在田面积５４．２万亩的１４．２％，
直接经济损失约２．９亿元。
为最大程度减少农民损失，帮助
受灾农户迅速及时地恢复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的稳定，特别是蔬菜绿叶菜
的供应，稳定市场价格，安信农业保
险公司第一时间开通绿色理赔通道，
启动农业保险预付赔款机制。市农委
副主任邵林初表示，市农委将积极与
安信农险配合，切实做好农业保险预
付赔款的确认和发放工作，帮助农户
尽快恢复生产，保障蔬菜市场供应，
稳定灾后市场价格。
记者 朱莹 通讯员 马燕燕

》城区纪事

通讯员 蔡斌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松江十字路口竖起
“ 清凉”遮阳棚

或影响交通 交警支队暂不考虑推广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近日，居
住在松江的市民王阿姨看到荣乐路
谷阳北路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出现
了一个遮阳棚，感到大为惊喜。只要
她骑着电瓶车路过此地时，就会下
意识地躲在遮阳棚里，
“ 就算太阳再
毒辣，都没关系”。不过，如此一个让
市民交口称赞的好举措，却在试点
期间因存在妨碍
“ 交通”的隐患，使
得设置方松江交警支队暂时放弃了
推广的初衷。

为了一道屏障，
防止非机动车超越停
车线，
可谓好处多多。
记者看到，这几天天气炎热，由
于遮阳棚可同时容纳 较 多 非 机 动
车，很多车主都在夏日烤晒之下，得
到了片刻“ 清凉”，神清气爽了不
少，脸上露出笑意。部分市民为了不
必晒太阳，乖乖地待在凉棚底下，以
往非机动车超越停车线的现象，自
然而然地少了许多。

临时搭建 引发市民担忧
等红灯时 享受片刻清凉

不过，这样一个看似口碑良好
在荣乐路谷阳北路路口，记者 的举措，却也遭到了许多驾车族的
“ 这样的遮阳棚是不是会遮挡
看到这个遮阳棚由金 属 架 支 撑 起 质疑，
来，顶棚呈三角形，绘有绿树、车辆 机动车驾驶员的视线，或者是行人
等各种图案，还写有几条交通标语， 的骑车视线？”而正巧路过此地的大
“ 走平安路，做文明人”“
， 您的安 学生张斌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因为
全，连着家人”，并注明
“ 松江公安 这个遮阳棚正巧位于荣乐路谷阳北
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标识。车棚位于 路路口，各个方向上的路人较多，一
非机动车道，多数来往的开电瓶车 旦碰到光线不尽如人意的天气，很
的行人经由此地时，在等红绿灯的 容易有安全隐患。
“ 遮阳棚是由多个金属架支撑
间隙，就可享受到一片阴凉。
据了解，
在荣乐路谷阳北路路口 起来的，晚上的时候，骑车人会不会
的这个非机动车道遮阳棚，
是松江城 撞上这些架子呢？”小张说，类似的
区街头的第一个非机动车道遮阳棚， 疑问还有不少，如果这些问题没有
由松江交警支队安装，
作为一大便民 考虑清楚的话，恐怕遮阳棚的实际
措施。遮阳棚前些天刚刚安装完，就 效果会大打折扣。也有市民担心，这
受到了许多市民的好评，
无论是火辣 样临时搭建起来的设施，一旦风吹
的太阳还是磅礴的大雨，
这个遮阳棚 日晒久了又疏于保养，很容易成为
都能成为路口最好的遮蔽物，
这让许 灾害天气中首当其冲的隐患物，而
多经常途经这个路口的松江居民们 一旦发生事故，却是那些几秒钟的
拍手称快。更重要的是，它还天然成 “ 清凉”永远都换不回的。

》交警说法

初衷虽好但忽略了
一定的安全因素
记者了解到，此类非机动车道
遮阳棚在浙江等地，均有不少先例。
杭州市为国内较早推行非机动车道
遮阳棚的城市，目前为止，已有几百
顶遮阳棚在马路上
“ 服役”。而就在
前不久，本市的中山北路武宁路位
置，靠近路口的非机动车道出现了
一座由交警部门前头设置的本市首
个非机动车道遮阳棚。
不过，
松江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却表示，
松江荣乐路谷阳北路路口的
这个遮阳棚，并不打算推广。
“ 初衷
是美好的，是想作为一个便民设施。
但具体操作时，
忽略了一定的安全因
素，
因此，
效果并不见得好。
”
据了解，别看就一小小的棚子，
但设计之初，都需考虑不少问题。比
如，遮阳棚的高度，以及距离停车线
的位置；此外，遮阳棚支撑点的位置
也要考虑，不能占用非机动车道；还
要避免反光，减少非机动车撞击的
风险。
“ 松江本地的路面偏窄，而外
地不少城市安装此遮阳棚的马路较
宽，
因此，移植过来，可能会
‘ 水土不
服’。
”这位负责人说，考虑到诸如
此类的因素，暂时不会在松江当地
推进遮阳棚项目。

浦东启动
“ 小候鸟”文化之旅

豫园上演原生态民俗风情展
云南保山是我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边疆地区，共有１３个少数民族，有
丰富的多元异域民族文化。从现在开始到８月２５日保山原生态的民俗风情展
演每天都会在豫园上演，使上海市民也有机会近距离感受魅力无限的云南，体
验人杰地灵的保山。
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影报道

本次活动精心设计了“ 我的读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昨天，浦
“ 我的电影梦”
“ 我的表演梦”
东图书馆迎来了一批 特 殊 的 小 客 书梦”
人，他们是利用暑期来沪与在浦东 “ 我的动漫梦”等板块项目。孩子们
感受遨游在知识海
务工的父母亲团聚的青少年——
—被 参观浦东图书馆，
观看由河马动画公司原
称为
“ 小候鸟”的孩子们。为了关爱 洋中的愉悦；
这些暑期来沪看望父母的留守少年 创的３Ｄ电影《 超娃战士之威武教
参与
“ 快乐一夏”来沪青少年成
的成长，
“ 小候鸟”浦东文化之旅活 官》；
长营专场音乐会；还参观了
“ 动漫博
动于昨天拉开序幕，共有１５０多名父
物馆”，知晓动漫的发展历史，并亲 “ 小候鸟”们在浦东图书馆看书。
母在浦东工作的暑期来沪青少年参
手ＤＩＹ做泥塑、
沙画、
指模等等。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