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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申城拟立法明确“ 台风

暴雨红色预警学校立即停课”，同时

将完善防汛影响专项论证制度，明确

地铁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相关技术规范编制专项论证报告，

并在初步设计阶段通过建设行政管

理部门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这是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在听取审议

《 上海市防汛条例修正案（ 草案）》

（ 以上简称《 修正案（ 草案）》）的说

明和市人大城建环保委有关审议意

见报告时传出的消息。

红色预警时应停止户外活动
去年1 0月8日，本市遭遇52年以

来最大的一场暴雨。当时临时做出决

定，对晚到学生，学校表示不算迟到，

高校也“ 网开一面”，对于学生昨天

的迟到、缺课一律不做记录、处罚。然

而，这种台风暴雨红色预警天，能不

能形成一个明确的响应机制，而不是

临时再做决定和下发通知，延误了自

动应急响应的时间。

为此，《 修正案（ 草案）》规定了

防汛预警社会自动响应机制，即在发

布最严重的台风、暴雨红色预警时，要

求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户外活

动；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尚未上学的，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应当立即通知停

课，如学生已在途中或者已到校的，应

当做好到校后的安全保护工作；建筑

工地、工厂、各类交易市场等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采取停工、停市等措施。

公共工程设计应考虑防汛措施
去年“ 菲特”台风影响申城期间，

本市有1 29个大型地下车库进水，2000

多处小型地下设施进水，个别地下停

车库甚至完全遭水淹没。事后调查发

现，发生进水的地下公共工程普遍存

在防汛设计、施工方面的缺陷。换句话

说，如能在建设阶段开展防汛影响论

证，则可以有效避免进水事件的发生。

因此，完善防汛影响专项论证制度也

是《 修正案（ 草案）》的一大亮点。

此次，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进

一步增加了程序性规定，明确地铁等

公共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

技术规范编制专项论证报告，并在初

步设计阶段通过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而后，

建设单位应当在地下公共工程的施

工图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落实水行政

主管部门审查意见中提出的预防和

减轻防汛安全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本市拟立法明确防汛预警社会自动响应机制

暴雨预警亮红 学校立即停课

中国南车此回首次带有轨电车

来沪展出。蓝色车体的“ 小清新”列

车，世界首列完全超级电容1 00%低地

板有轨电车（ 又称储能式有轨电

车）。据工作人员介绍，该车型无需在

城市上空架设电网，可利用乘客上下

车时间，在车站30秒内完成充电，一

次充电后能连续行驶至少2公里，到

达下一个站台后再行充电。

与地铁一样，储能式有轨电车

里可站人，不过，车内大部分座椅将

像公交车一样横向摆放，不像地铁一

般为纵向。电车采用低地板、轨道贴

地设计，车门台阶距地面仅33厘米，

方便残疾人、老人、婴儿车和轮椅等

上下车。

与南车不同，北车的“ 小海豚”

采用的是“ 接触网+超级电容”的供

电方式。在普通路段“ 小海豚”依靠

触网供电，但到了十字路口，为了防

止出现空中布满“ 蜘蛛网”的现象，

“ 小海豚”则靠超级电容供电。

而同在展览会上，阿尔斯通则表

示，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自身特色为

其“ 量身定做”专属的有轨电车。例

如法国兰斯以盛产香槟酒著称，阿尔

斯通公司为其设计了以香槟酒杯为

造型的有轨电车。

“ 松江有轨电车即将正式招标，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各个厂商都

渴望能将这个项目囊入怀中。拿到

了松江这个项目，无疑是打开了上

海有轨电车市场的大门，为占领上

海市场铺设了一条道路。”一位厂商

的负责人透露，由于招标工作将于

七八月间展开，仅剩最后一个月时

间。所以各家都铆足了劲，趁着轨道

展 对 自 家 有 轨 电 车 做 全 方 位 的 宣

传，期望能志在必得。

“ 目前市面上的有轨电车产品都

各有千秋，各自的强项也均有不同，

谈不上孰优孰劣。”国内轨道交通方

面的专家表示，“ 不过展览会上大家

都重视有轨电车项目，正说明都看好

有轨电车在国内的市场前景。”

轨道交通展览会“ 火药味”浓

各式有轨电车亮相 下月谁将“ 花”落松江？

《 松江区现代有轨电
车 网 络 规 划（ 2013—
2020）》 日前获得市有关
部门批复。青年报记者昨天
独家获悉，松江有轨电车项
目将于今年七八月间正式
招标，面对如此大单，各轨
交厂商纷纷拿出浑身解数，
提前在昨天开幕的2014年
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
上暗暗“ 较劲”。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足球赛事的顶级鏖战———巴西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在展会

上广大上海球迷可以感受到“ 世界

杯”上的“ 中国元素”，这就是中国北

车研制的EMU电动车组和1A地铁

车。巴西“ 世界杯”期间，世界各地的

球员、球迷和观众，乘坐它们直达马

拉卡纳球场参与或观看世界杯。

蓝色的EMU电动车组，列车运行

在里约热内卢5条城市轨道交通的

“ 主动脉”上，将具有156年历史的里

约中央车站与里约市郊顺畅衔接，并

直达世界杯举办场地———马拉卡纳球

场。足球王国乘客生性奔放，“ 世界

杯”地铁车窗、车门等不能用玻璃，列

车车窗采用了特殊的聚碳酸酯板材，

具有“ 防砸防碎”功能，球迷们看球兴

奋时抡起石头砸上去，车窗不会碎。

以灰色为主色调的1A地铁车同

样充满巴西世界杯元素，设计师将

“ 足球”融入到车头的设计中去，远

看，足球型车头中还有一个大大的

笑脸造型，以微笑迎接世界各地的

球迷。

巴西“ 世界杯”地铁车开进展会

无需在城市上空架设电网的储能式有轨电车。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太湖世界文化
论坛今天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综合新华
社报道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三届年

会将于6月1 8日、1 9日在上海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年会将以“ 加强文化软

实力互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

主题。

昨天，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

上海集体会见来华出席太湖世界文

化论坛第三届年会的法国前总理德

维尔潘、爱尔兰前总理埃亨等外国

前政要。

信用大数据
平台初步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本市公共

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今年4月30日正式

开通运行。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

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的专题

报告，然而，报告也直面目前仍然存

在“ 信用惩戒措施的刚性有待加强”

等现实性问题。

亚信峰会志愿服务
工作总结表彰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天，亚

信峰会志愿服务工作总结表彰大会

在中华艺术宫召开。市委常委、市委

宣传部部长徐麟出席表彰会并讲话，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

市志愿者协会会长燕爽主持会议。

1-5月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幅继续回落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昨天，上

海市统计局公布了1 -5月本市房地

产开发、经营情况。统计数据显示，

1 -5月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继

续回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新开

工面积降幅扩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

资金趋紧。

统计显示，1 -5月，本市房地产开

发投资1 05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1 %，增速降至201 2年下半年以来最

低值，比上月和去年全年回落0.8和

1 4.3个百分点。截至本月，本市商品房

新开工面积已连续1 5个月同比下降。

随着各大银行信贷收缩并放缓

放贷速度，市场预期向下调整日趋加

强，本市商品房销售压力陡增。1 -5

月，本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707.49

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1 4.3%，降

幅比上月扩大4.3个百分点，其中住

宅销售面积61 8.31 万平方米，下降

1 2.4%，降幅比上月扩大5个百分点。

从房屋类型看，1 -5月，本市套

型建筑面积在1 44平方米以下的商品

住宅销售面积占比近九成。其中，90

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宅销售336.31

万平方米，增长1 6%；90-1 44平方米

的商品住宅销售204.29万平方米，下

降26.2%。此外，存量房交易市场整体

下滑迹象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