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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相关链接]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今年清明期间，本市预

计将有851 万人次、81 万辆车次出行

祭扫。其中3月28日、29日，4月4日、5

日、6日五天，祭扫人数将达到735万

人次、70万辆车次。4月5日清明节当

天，将出现祭扫高峰“ 极值”，预计分

别达到322万人次和30万辆车次。祭

扫高峰时段为上午8:30-1 1 :00。

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中华民族有清明祭祖的

习俗，本市每年清明有近千万人次、

近百万辆车次出行，给本市交通和

墓 园 的 祭 祀 秩 序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压

力，墓园祭祀的“ 短时间、小空间、高

密度”的特点，给墓园的安全带来了

极大的隐患。

对此，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友情

提示市民要错时祭扫。尽量与五大高

峰日错开：民间有清明祭祀前七后七

的习俗，可以错时到清明后的七天里

去祭祀；尽量与双休日和清明节假日

错开：有条件的可以安排在非双休日

并避开清明节假日去祭祀；尽量与上

午高峰时段错开：可以安排下午去祭

祀。市民出行祭扫应尽量选择轨交+

短驳出行的方式，避免自驾。

据了解，清明前夕，本市已制定

《 清明（ 冬至）祭扫高峰期间承载力

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墓园承载极

限为每平方米承载空间可承载1 人；

室内葬等其他设施的承载极限为可

供活动的实际面积每平方米可承载1

人。当墓园祭扫人流达到承载极限

时，市民应遵守承载力极限规定，听

从墓园工作人员指挥，共同维护祭扫

秩序，确保祭扫安全。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清明扫墓、

踏青旅游高峰即将来临。根据清明节

“ 前七后七”的扫墓习俗，浦东南汇

公交公司将迎来客流出行高峰。青年

报记者昨天从该公司获悉：为方便市

民出行，针对滨海古园、长桥山庄、华

南陵园三大墓区，浦东南汇公交公司

积极调整运力，落实公交配套服务。

滨海古园：
新芦专线启用节日时刻表

轨交1 6号线全线贯通后，龙平芦

专线起讫站由原龙阳路枢纽站调整

至新场地铁站，线路更名为新芦专

线。由于线路的调整，往年乘龙平芦

专线至滨海古园扫墓的乘客，今年可

于龙阳路枢纽站乘坐轨交1 6号线，或

龙港快线、龙新芦专线两条公交线路

至新场地铁站，再换乘新芦专线至滨

海古园。

据悉，为方便广大市民扫墓出

行，4月4日至6日清明小长假期间，新

芦专线将启用节日时刻表，配车数由

22辆增至23辆，日均班次增加6个，同

时针对4日、5日客流主高峰日，公司

将于新场地铁站另配备5—1 0辆机动

车，视现场客流情况，随时待命、进行

增援，确保站点客流的及时疏散。

长桥山庄：
日均投放短驳班次 75 个

为方便市民至长桥山庄清明祭

扫，南汇公交公司将于4月4日、5日，

于长桥山庄停车场至墓区开设一条

免费的临时短驳线，为市民自沪南公

路（ 长桥山庄园区口）至园区出行进

行短驳服务，日均投放5辆临时短驳

车，班次75个。

华南陵园：
提供免费临时短驳服务

为方便市民至华南陵园清明祭

扫，南汇公交公司将于3月28日至4月

6日期间，在航都路沪南公路至墓区

开设一条免费的临时短驳线。其中，

在3月30日、31 日，4月1 日、2日、3日5

个工作日内，日均投放1 辆临时短驳

车，班次62个。在3月28日、29日（ 双休

日） 及4月4日、5日、6日清明期间，日

均投放2辆临时短驳车，班次92个。

为确保清明期间营运工作正常、

有序开展，南汇公交公司将针对节日

期间外出客流增加的特点，加强新场

地铁站等重要站点的现场管理，通过

安排管理人员、志愿者进行现场秩序

维护疏导，为市民乘客提供出行咨询

等服务，保障各重要站点客流的安

全、平稳、快速疏散。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为确保本市清明期间道

路交通有序、安全和畅通，公安交警

部门对全市道路进行了排摸，向广大

市民提供交通出行提示。

据悉，每年清明前后最“ 热门”的

两个堵点，一是由中环路转入G2京沪

高速的万镇路，二是由翔殷路隧道经

高东收费口前往崇明方向。针对这两

个堵点，市交警总队提供了绕行方案，

特别是可以选择一些“ 冷僻”路径。

方案一：中环路转入万镇路
中环路转入G2京沪高速的万镇

路，因为从地面上来的、中环路过来

的，以及真北路立交的3股车流共6根

车道要并入G2高速的2根车道，经常发

生拥堵。交警部门建议市民可以选择

走S6沪翔高速公路避开拥堵的万镇

路。S6沪翔高速公路是去年新通车的，

连接G1 5沈海高速和S20外环高速，目

前日常的车流量只有二到三成，道路

通行状况非常好。比如到嘉定区的松

鹤墓园，就可以走S6沪翔高速公路转

G1 5沈海高速从宝安公路出口下，十

分方便。此外，交警部门还提醒，如果

还是选择走G2京沪高速的万镇路，遇

到拥堵时，现场执勤民警会交替放行，

请途经的驾驶员听从现场交警指挥。

方案二：绕开高东收费站
每逢国定假期，翔殷路隧道—五

洲大道—高东收费站路段必然出现

常态性拥堵。去年清明，中环路上的

车流积压至国和路匝道，五洲大道堵

到申江路出口。其实，有多条绕行线

路可以绕开高东收费站。

从浦西选择走军工路隧道前往

长江桥隧至G40的车辆，可选择：军工

路隧道—金桥路—杨高北路—金海

路—G1 501 —G40。

从浦西选择杨浦大桥—杨高中

路—金海路—外环。

从南浦大桥方向前往长江桥隧

至G40的车辆，可选择：南浦大桥—龙

阳路—龙东大道—G1 501 —G40。

从浦东选择走中环路前往长江

桥隧至G40的车辆，可选择：中环（ 浦

东段）—华夏高架川南奉出口—华夏

东路—G1 501 —G40。

从浦东龙东大道以南区域、奉

贤、松江地区前往长江桥隧至G40的

车辆，建议直接走G1 501（ 郊环）—长

江隧桥。

本市其他区域内前往长江桥隧

至G40的车辆，可就近选择中环—华

夏 高 架 路 —G1 501 —G40、 外 环—

S1 —G1 501 —G40、S32（ 申嘉湖）—

G1 501 —G40。此外，如坚持选择走五

洲大道—高东收费站路径的，途中遇

有拥堵情形的，可及时从申江路、杨

高路匝道下高架，改走地面道路绕

行；或从S20浦东国际机场方向出口

下，改走S20浦东国际机场方向出口，

经S20后，自金海路下匝道左转，沿金

海路行进，再进入G1 501 金海路收费

站，前往长江桥隧至G40。

方案三：苏州方向首选嘉闵高架
去年底，嘉闵高架路南延伸段主

线贯通，向南延伸至G60沪昆高速、向

北延伸至G2京沪高速。嘉闵高架和S6

沪翔高速公路一样，车流量相对较

低，交警部门建议去苏州方向的市民

首选这条路，具体路径为：S20外环—

嘉闵高架—崧泽高架—G1 5，能有效

地避开延安高架、G2等易拥堵路段。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为迎接本周末首个清明

扫墓高峰，上海市公安边防支队严密

部署，通过一系列措施保障上海浦

东、奉贤等区域公墓市民祭扫安全及

交通顺畅。

“ 这个周末海湾寝园预计将迎接

至少5万人次的首批‘ 祭扫大军’，

‘ 正清明’时段有可能达到单日1 8万

人次的客流高峰，我们已经提前部署

应对大客流的相关方案。”海湾边防

派出所教导员张新颖告诉记者。

据悉，自3月26日起，上海公安边

防部门通过设定车辆单行区域、设立

临时交通指示牌、开辟临时停车区域

确保交通顺畅。同时，边防部门积极

开展“ 文明祭扫”宣传，严格查控易

燃易爆违禁物品进入墓园，并在大型

公墓入口设置“ 流动警务室”以迅速

应对各类突发案、事件。

今年清明本市预计将有851万人次81万辆车次出行祭扫

清明祭扫尽量错开五大高峰日

南汇公交公布清明扫墓配套交通

上海公安交警公布避堵绕行方案

清明扫墓踏青旅游出行交通安

全最重要，为此公安交警部门建议：

1、交通安全最重要的是驾车时

保持良好心态，防止出现“ 路怒”；杜

绝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违法停车、酒

后驾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2、强化事故快处快撤意识。发生

事故后，人未伤、车能移的，当事双方

及时将车移至不影响交通的地方，避

免发生人为因素造成的拥堵。

3、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目的

地沿线路况。开车期间，建议开启车

载电台，注意及时收听交通广播，了

解实时路况信息。

4、自觉服从现场民警和交通协

管员的指挥疏导，倡导“ 让一让、等一

等”，避免因乱致堵，因堵生乱。

5、选择包车或自驾出行的尽可

能“ 拼车”，合理安排车辆，满载不超

载。选择自驾或包车出行时，尽可能

将车停放在墓区外围车辆停放点，步

行进入。

边防保障浦东奉贤公墓交通顺畅

墓园周围的扫墓车辆排起长队。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