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铁一号线20年首次集中换轨
采用百米定尺轨 明年告别刺耳刹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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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 1、2、3，好”

⋯⋯ 身穿安全马褂、一字排开的工人们
喊着铿锵有力、整齐划一的口号，把旧钢
轨往外拨至安全距离，将新钢轨落槽⋯⋯

“ 焊轨工作准备到位，可以点火。”顿时火
光四射，焊花飞溅⋯⋯

昨天凌晨0点开始，1号线上体馆至漕
宝路隧道区间段内灯火通明，服役达20
年，上海地铁历史上年龄最长的钢轨，启
动了集中换轨作业。这是自1993年上海地
铁开通后，首次集中的换轨作业。到了明
年，待所有施工完成后，1号线列车车轮与
钢轨撞击的声响和震动将非常小，列车运
行更加平稳，刹车声也不会再刺耳。

换轨施工首次采用百米定尺轨
上海地铁的换轨工人被唤为黑暗中

的舞者。23点40分，当前晚最后一班地铁
驶离莘庄站后。轨交1号线上体馆至漕宝
路隧道区间段内热闹了起来。整装待发的
施工、技术人员全面进驻换轨作业现场。
黄橙相间的防护服与两条钢轨相呼应成
为一道风景。

1号线的此次换轨开创国内地铁首次
采用百米定尺长轨维修轨道的先河。记者
了解到，为确保施工质量、加快夜间施工
速度，此次替换用的新地铁钢轨在工厂预
制时，首次将长达增加为100米，一次性运
抵现场后，通过专业气焊师用小型气压焊
形成无缝连接。新钢轨落槽，拼接，气焊，
冷却，打磨，最终在昨天凌晨3点左右，6条
长钢轨无缝连接成600米长度的一条完整
轨道。验轨、调整、收工具、清场。在首班地
铁出发前，轨道区间内重新恢复了平静。

由于轮轨长期运行接触，内部会产生
位移变形和各类伤损，影响地铁的正常运
营。地铁维保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替换下的钢轨上标注着生产日期
1992年，是当时1号线最早通车区段（ 徐家
汇———上海南站）使用的，这些钢轨“ 年
龄”已成上海地铁史上最高，伤损检查报
告也显示，存在裂缝、不平整、质地变差等
病害，如果再不替换，存在着断裂、沉降的
风险。于是上海地铁决定对1号线进行大
规模的集中换轨工作。

“ 此区段原本的钢轨是25米一段的，
虽然也是无缝轨，但毕竟焊接的接缝多，
行驶起来的平整舒适度就会降低。此次提
前预制百米加长钢轨，到换轨现场后由专
业气焊师现场打磨、焊接，大大地缩短施
工时间，将换轨工作对正常运营的影响降
到最低。”

全市地铁钢轨每天都在照“ X光”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也与换轨工作展

开互动。图文并茂，甚至上传了视频实时
更新发布换轨作业的全部过程。虽然直
播在凌晨进行，依然吸引了不少“ 夜猫
子”，一些网友留言表示了担心。“ 是否
会影响列车运营？”“ 会不会暂停部分区
段的列车？”针对这些问题，地铁运营部
门昨天表示，上海地铁运营近20年来，大
区段，大面积的换轨工程，1号线此次是
首次，将涉及5个车站区段。整个施工过
程从即日开始后将持续数个月。为确保
对乘客乘车无影响，所有工程都将在夜
间或凌晨完成。

“ 此次大规模的集中换轨是由于使用
寿命已到。”地铁维保中心工务公司专家
说，不仅仅是1号线，今后随着2号线、3、4
号线等线路运营年代延伸，也将根据规范
集中换轨。整个换轨作业完成后，市民乘
车最明显将感受到车辆晃动小了，轨道沉
降、锈迹等减少后，进出车站刹车声也不
再太刺耳了。

申通地铁相关技术人员解释，虽然
地铁轨道大换血是二十年来头一遭，但
小修小补常常有。“ 全市11条地铁线路，
每天都在进行轨道安全及病害的探察，
钢轨小范围的更换也经常进行。曾经3、4
号线中潭路—上海火车站段就由于钢轨
磨损严重，提前更换过。而为保乘客乘车
安全，专业的地铁添乘老师傅，日常乘车
巡查可通过列车起伏‘ 咕咚’声、转弯晃
动频率，判断出钢轨是否有病害或细微
裂缝等问题。特别是每天夜间高科技的
探伤车也会开进隧道，犹如照X光一样，
全面探察轨道是否有安全隐患，开出权
威数据报告，为地铁轨道何时需要修缮
替换提供依据。”

前期整治力度大，成效较为明显
按照市领导近期有关加大非法客运

整治力度的工作要求，全市两级交通执法
机构联合公安部门不断加强联勤联动，在
8月15日-9月15日开展了第一轮全市非
法客运集中专项整治，成效明显。据统
计，今年1-11月，全市交通执法机构共查
获克隆出租车474辆，查处非法客运案件
1064件。

12月3日晚，记者在市交通执法总队
带领下，来到闵行区开展克隆出租车集中
整治行动现场，实地感受现场执法。

当天19:00，闵行区交通、公安交警、治
安民警联合执法队伍45名队员集结到位，
采用“ 查酒驾方式查处克隆出租车”，联
合执法模式效果明显。现场交通执法人员
依托科技手段，手持PDA移动设备，逢出
租车必查，对出租车信息从严比对；公安
民警使用警用信息设备对车辆、人员进行
比对。同时公安各派出所安排专人负责各
主要道路、路口、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的巡

逻检查、录像取证工作。

保障有力管控到位交通秩序好
记者在位于闵行区沪松公路的执法

现场看到，在沪松公路上的机动车道上，
交警用路障临时隔离出一根几十米长的
车道，可同时容纳4-5部出租车，交警在一
旁用停车指示牌示意路经出租车进入该
车道内接受检查，交通执法人员用PDA手
持设备快速扫描电子标签，核查人员和车
辆信息是否与本车相符。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晚查处克隆出租
车3辆，交通执法部门依法暂扣车辆，其中2
名违法当事人被属地闵行区七宝派出所依
法予以拘留，对计价器和发票来源、涉嫌伪
造相关证件的行为作进一步调查，1名违法
当事人逃逸。另外，有一辆出租车见状立即
掉头迅速逃跑躲避检查。

据悉，本市交通执法部门将对“ 四轮
机动车、克隆出租车”持续开展全市非法
客运集中整治行动，严厉整治非法客运行
为，有效维护本市正常交通市场秩序。

本市启动第二轮
非法客运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近日，不少旅
客发现，部分到沪K车开始对一些短途的
卧铺票打折促销。记者了解到，早在2009
年3月，铁道部就出台过《 关于短途卧铺票
价优惠办法的通知》，明确列车运行最后
一日（ 含当日运行）6点以后的空闲卧铺
可以执行卧铺优惠票价。对于这一优惠，
不少旅客则认为吸引力不大。

卧铺车票打折并非新措施
“ 松江到上海南，现在部分快速车软

硬卧打折出售。硬卧上中下铺统一17元，
软卧上下铺统一27元。”近日，一位网友的

“ 发现”在论坛上引发了热议。
记者对照以往的票价发现，松江到上

海南区段的卧铺打折力度非常大，K752、
K352、K740次3趟列车的硬卧票都是直接
从64元降到了17元，相当于打了2-3折。

事实上，近期短途卧铺打折的车次还
有不少。比如，8趟由湖南、江西等省开往
上海的长途列车，在金华西到上海南区
段，以前需106元的硬卧票现在只要82元。

对于部分旅客的疑惑，铁路部门表
示，这并不是新措施，“ 3年多前就有了。”
铁路部门介绍说，“ 这也是为了充分利用
运能。”

记者昨日查询发现，2009年3月，铁道
部曾出台了《 关于短途卧铺票价优惠办法
的通知》，明确列车运行最后一日（ 含当
日运行）6点以后的空闲卧铺可以执行卧

铺优惠票价，分200公里以内和200公里
-400公里运行区段计算优惠票价。

其中，200公里以内的硬卧（ 上、中、下
铺） 优惠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
价的170%计算，软卧（ 上、下铺）优惠票
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270%计
算；200公里至400公里间的硬卧（ 上、中、
下铺） 优惠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
票价的158%计算；软卧（ 上、下铺）优惠
票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258%
计算。已享受半价卧铺票的旅客不再享受
以上优惠。

性价比不高吸引力不大
尽管卧铺打折的优惠力度比较大，但

旅客的热情却不高。有网友认为，松江到
上海南站也就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根本没
必要坐卧铺。而金华西到上海的几趟打折
车次，也都是上午出发，不需要买卧铺票
休息。

经常乘火车在上海、浙江之间往返的
陈小姐表示，如果考虑时间成本，打了折
的K车卧铺票性价比也不算高，“ 就比如
从金华回上海，D车只要3个小时，二等座
车票是104元，K车硬卧打折后是82元，但
需要4个半小时，如果让我选，我还是会选
择动车。”

铁路业内人士坦言，短途卧铺票的需
求量并不大，“ 不过少量的需求也要考
虑。”

部分到沪K车尾段卧铺车票打折
铁路：充分利用运能 旅客：吸引力不大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通讯员 叶剑超
上海公安机关将把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
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一项重
要举措，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提升
执法公信力和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这是从
昨日上海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
汇报会上传出的信息。

据了解，为确保广大民警规范执法，

上海公安机关按标准对全局376家执法办
案场所完成了规范化改造；对现场执法场
所进行监控视频联网，加强了对讯问、窗口
接待、羁押监管等执法活动的全程实时监
督，建立了全流程实时监控体系和网上视
频巡查机制；为全部一线执勤民警配备警
用录音笔、移动警务终端和警用取证仪等
设备，对民警执法执勤行为进行全程记载。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由团市
委、市教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 党是阳
光我是苗，争做党的好苗苗”———庆祝
2012年上海市小红星节暨“ 上海市十佳好
苗苗”表彰会在中福会少年宫举行。来自
全市各区县的500余名“ 小苗苗”代表汇
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

表彰会上，团市委党组成员、副巡视
员、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宣读了“ 上
海市好苗苗”、“ 上海市当代小先生”表彰
决定。黄浦区卢湾二中心小学缪嘉衡、徐汇

区龙南小学常智、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何思源、普陀区中山北路第一小学
汪辰菲、虹口区崇明路小学胡祯祺、杨浦区
民星路小学王禹栋、上海市日新实验小学
林迦妮、嘉定区实验小学胡昱、浦东新区新
世界实验小学朱家麒、松江区天马山学校
王雨欣等当选为“ 上海市十佳好苗苗”。

据悉，“ 十佳好苗苗” 是由各级少先
队组织层层推荐，并经专家评审、公示后
产生的。在今年的评选中，更注重对小苗
苗综合素质和良好行为习惯的考察。

上海公安全面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118位“ 上海市十佳好苗苗”获表彰

为巩固今年前
阶段非法客运整治
成果，规范交通运
输行业经营秩序，
从 现 在 起 至 2013
年 2 月 9 日（ 春
节），全市将持续
开展多样化、高密
度 的 非 法 客 运 整
治。根据这一要求，
本周一，本市交通
执法、公安交警联
合开展“ 四轮机动
车、克隆出租车”
整治行动，拉开了
第二轮全市非法客
运集中专项整治行
动的序幕。
本报记者 陈轶珺

某小区门口停满了黑车。 本报资料图 记者 贺佳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