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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201 5年清明祭扫和踏青

出行高峰来临，为确保本市清明期间

道路交通畅通和祭扫场所、旅游景点

及周边道路秩序良好，上海公安交警

部门对清明扫墓出行交通安全形势进

行了分析供出行市民参考，并制定多

项措施保障清明祭扫踏青出行安全。

去年清明 37 人死于交通事故
交警部门告诉记者，去年清明节

点（ 201 4年3月28日至4月1 2日）全

市共发生人员伤亡交通事故43起，造

成37人死亡，1 7人受伤。同期，共发生

轻微物损交通事故43304起（ 不含自

行协商事故）。

交警指出，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仍

是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从

去年清明节点交通事故分析，机动车

因“ 未按规定让行”、“ 超速驾驶”二

类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事故较多，非机

动车因“ 违法占道”、“ 逆向行驶”等

交通违法行为引发事故较突出。

经对201 4年以来全市道路交通

事故情况进行梳理分析，S20外环高

速公路（ 闵行段）、G1 5沈海高速公路

（ 青浦段） 死亡交通事故相对多发，

其中机动车超速超载、违法变道、违

法倒车、逆向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是引发上述死亡事故的主要原因。

二级以下县乡道路事故多发
交警表示，三个区为事故多发地

区，二级以下县乡道路为死亡事故多

发道路。去年清明闵行、浦东、宝山区

人员伤亡事故较为多发，据统计，发

生的43起人员伤亡事故中闵行、浦

东、宝山区分别发生了7起、6起和5起，

占总数的1 6.28%、1 3.95%、1 1 .63%；发

生的43304起车辆轻微物损的简易程

序事故中，浦东1 1 21 3起、闵行5724

起、松江4851 起居于前列。这些区域

皆是本市居民清明扫墓出行较为集

中或与相邻省市相接、过境车辆较多

的区域。其中，36起死亡事故中发生

在二级以下县乡道路上的有9起。

据了解，由于驾驶人较多自驾出

行扫墓，驾驶私家车肇事多发。去年清

明节点私家车共发生人员伤亡道路交

通事故20起，占55.56%；其中，驾龄在

6-1 5年的私家车驾驶人发生事故7起。

交警制定多项措施迎接出行高峰
据悉，清明期间，公安交警部门

已积极联系本市民政、旅委等部门，

掌握墓区、景区人流、车流预测情况

和停车场地等信息；进一步细化完善

对高速公路“ 一路一方案”、主线收

费站（ 公安检查站）“ 一站一方案”、

重点旅游景点“ 一点一方案”以及墓

区周边、重要场所、重点道路交通秩

序管控的应急处置预案；对涉及墓

区、施工道路和商业区域、旅游景点

进出道路停车条件不足，易引发拥堵

的辖区，减少道路施工和乱停车对交

通的影响；依托路政部门高速公路、

快速路视频监控网络，落实交警、路

政、道路管养单位负责人联络对接机

制，加强高速公路、快速路交通状况

的实时监控。

此外，交警部门在清明小长假期

间，特别是刚过去的双休日和4月4

日、5日、6日5天，以各大墓区及旅游景

点为重点，在现有一线执勤岗位基础

上，将加大警力投放，在重要时段、路

段，抽调内勤科室及机动警力，增加

50%至1 00%执勤岗位，并组建排堵小

分队，提高“ 两轮”摩托车配备，根据

清明出行祭扫潮汐规律，合理对高速

公路上下行进行布警，加强疏导管

理。同时，协调、督促清障施救单位合

理调整牵引车辆、施救设备和操作人

员布局，设置足够多的泊车点，快速

稳妥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充分发挥视

频监控覆盖面广的特点，落实专人负

责实施视频监控，尽量减少拥堵时间

和程度。同时，市局交通指挥台与警

航队密切协作，及时发现拥堵结点及

事故、抛锚。

4月4日、5日，市局交通指挥台

和高架支队将会同普陀、嘉定支队，

实施G2京沪高速出城段万镇路匝道

管控措施。针对墓区、景区周边交通

流量变化及时调整交通组织，相关

支队将通过在易拥堵路段设置临时

单行道等措施形成“ 车流循环”；利

用闲置场地、设置移动“ P牌”等方

式开辟临时机动车道路停车场，缓

解墓区、景区周边“ 停车难”问题。

属地交警支（ 大）队及交通指挥台

按照标准和要求，确保高效处置交

通事故、抛锚等情况，特别是在城市

快速路、主干道上要对“ 车能动、人

未伤”的事故，积极引导当事人固定

证据后快速撤离现场，严防二次事

故和由此引发的拥堵。通过各类媒

体、高速公路显示屏，在通往景区的

高速公路、主干道和岔路口设立临

时诱导标志。

交警制定多项措施“ 备战”清明

重要时段、路段增加执勤岗位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从4月1 日起，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将扎推启动近20个延时特

色专病门诊，延时专病门诊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1 7:00~ 20:30。

带着宝宝来看弱视和口腔门诊

的李女士本周已经是第二次来儿中

心了，周末第一次来院就因被告知专

科号早已挂满而无功而返。为了孩子

的病情能尽快得到治疗，李女士特意

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赶来挂号。像

李女士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方面

很多双职工家庭由于平日工作繁忙

难以在工作日请假；另一方面，家长

们又不愿影响学龄儿童的学习，因此

只能在周末、节假日带孩子看病。于

是周末和假日常常患者扎堆，一号难

求，又增加了排队时间。

为了方便上班族及外地来沪患

者的就医需求、缓解患者挂专科号难

的问题，儿中心于4月1 日起推出一系

列“ 延时特色专病门诊”，延时专病

门诊时间 为 周 一 至 周 五 1 7:00~ 20:

30，挂号时间从下午1 6:30开始，停止

挂号时间为20:00。首批开设的延时

专病门诊有：中耳炎、牙体牙髓病、屈

光不正/弱视、营养不良、多动行为干

预、癫痫、发育迟缓中医、过敏性鼻

炎、气管炎/肺炎、肠胃炎、血尿/蛋白

尿、发热性疾病、过敏性皮肤病、过敏

体质等。

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提出“ 进

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提出

在201 5年至201 7年三年内，进一步

加强医疗管理，改善服务流程，方便

群众就医。事实上，为满足患者的就

诊需求，儿中心自开院起就开设了

“ 内科夜间门诊”。近年来，医院紧跟

信息医疗的节奏开设“ 掌上医院

APP”，实现在线预约挂号和付费。同

时，开设“ 儿童健康大讲堂”、“ 儿童

护理公开课” 等一系列便民惠民健

康服务。医疗副院长赵列宾表示，专

病门诊的需求量很大，此次即将启动

的“ 延时专病门诊”的初衷，就是为

了进一步发挥儿中心特色学科的专

业特长，改善医疗服务流程，合理分

流病人，使患者可以便捷就医，有效

就医。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4月1 日起，南汇公交将

推出“ 我要爆料”新栏目，与各位“ 圈

中好友”开展更热烈的实时互动。

据悉，即将开辟的“ 我要爆料”

新栏目，包含了“ 点赞公交”和“ 添

美场站”两大功能，市民可通过发

送照片、视频、文字说明、位置等信

息，对公交正能量事件和场站问题

进行爆料，同时，南汇公交建立了一

套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制度，对经

核准属实的爆料信息进行后期跟进

处理。

据悉，“ 点赞公交” 受理范围包

括各类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助人为

乐等正能量事件；“ 添美场站” 受理

范围则涵盖了场站治理中的“ 场站环

境、生活设施、消防设施、电子发车

屏、技防设施、张贴规范、物品摆放”

七大问题，提供准确爆料信息的市民

可赢取积分兑换礼物，两大功能的具

体操作流程可通过“ 我要爆料”的

“ 栏目说明”进行搜索查询。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民航夏秋航季已全面启

动，至1 0月24日结束，历时30周，共计

21 0天。青年报记者昨日了解到，针对夏

秋航季的特点，国内各航空公司部分航

线进行了调整。

根据国际惯例，航班计划分为夏

秋和冬春航季，其中夏秋航季是指当

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日至1 0月最后一

个星期六，全年划分为两个航季是应

民航生产需要所做的航班调整安排。

进入夏秋航季后，由于新疆等北

方省份进入旅游旺季，同时商务旅客

也逐渐增多，因此国内各航空公司都

纷纷恢复或加密这些省市方向的航

班。携程网的航班信息显示，29日起，

上海到哈尔滨、上海到长春以及武汉

到库尔勒都将新增航班。

同时，上海、北京等地飞往西北

的航班也有所加密，其中，上海飞往

乌鲁木齐的航班每天由1 1 个班次增

至1 3个班次，北京往乌鲁木齐方向的

航班每日增加4个。此外，国际远程航

线上，各航空公司也在航线布局和航

班密度上有调整，如上海至伦敦、多

伦多、巴黎方向航班密度都加大。

除了航线变化外，夏秋航季部分

航班时刻也有所调整。机票专家介绍

说，航空公司通常利用换季调整航

班，增加热门航线运力投放，同时停

飞或减少市场需求不足的航班班次，

其中会主要考虑到不同旅游目的地

淡旺季的调整以及航空公司对前一

季航班市场反馈的需求。

图为一年前的正清明日，市区出上海方向非常拥挤。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你可能感兴趣的

儿童医学中心4月1日起
将启动延时特色专病门诊

南汇公交微信请市民“ 爆料”

进入夏秋航季 部分航班有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