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早知道 2017年9月14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陆天逸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 国庆节、中秋节假期将
至。假期依旧在岗位上坚守的员工，
照规定可以拿到多少加班费？青年
报记者按照上海市2017年最低工资
计算标准2300元的月薪计算，职工
若在今年十一的8天假期内均加班，
至少可拿到2115元加班工资。从所
获酬劳来看，假期加班8天等于平日
上了20天班。

根据新规定，2017 年 4 月 1 日
起，上海职工最低工资为 2300 元。
以最低工资计算发现，企业职工若经
单位安排在10月1日到4日加班，可
以 拿 到 的 加 班 费 最 少 不 得 低 于
1268.9元。若单位安排在10月5日
到8日加班又不安排补休的，单位每
天需要向职工支付最少845.9元的加
班费。如果职工假期8天均加班，则
至少可拿到2115元加班费，相当于
平均日收入的20倍。

国庆加班8天薪酬等于平日20天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昨天，长三角铁路国庆
黄金周运输方案出台，预计发送旅客
2580万人，同比增长196.6万人、增
幅8.2%，日均发送旅客将达234.5万
人。为此，铁路部门计划增开67对
旅客列车应对客流高峰。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合一，铁
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限为9月28日
～10月8日，共计11天，较往年多1
天。铁路部门表示，长三角铁路客流
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发送直通
旅客550万人，同比增幅8.2%；发送
管内旅客2030万人，同比增幅8.3%；
客流高峰将出现在10月1日，预计
发送旅客292万人。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
将对图定列车恢复图定编组、加挂车
辆，对动车组列车实行重联或大编组
运行，计划增开67对旅客列车（其中
直通旅客列车10对、管内旅客列车
57对）。主要方向为：直通方向上海
至郑州、南昌、福州、广州，杭州至南
昌等；管内方向上海至南京、杭州、合
肥、徐州、蚌埠、温州等，杭州至温州、
丽水、衢州、合肥等，合肥至黄山、安
庆、阜阳、芜湖、亳州等，重点突出对
客流量较大的省会城市和主要旅游
城市间的运力配置。

针对京沪高铁客运压力巨大的
情况，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8对周末
线开行方案作了调整，分别为：北京
南～上海虹桥 G103/G136 次、G109/
G144 次、G123/G156 次、G127/G160
次，上海虹桥-北京南G120/G151次、
G124/G155 次、G128/G159 次，合肥
南-北京南G268/G271次，9月28日-
10月8日每日开行。

国庆黄金周期间，长三角铁路管
内客流火爆，预计占上海铁路局客流
总量的七成以上，该局在增开57对
管内旅客列车的基础上，对7对管内
周末线开行作了调整，分别为9月30
日、10月2、3、7日增开周末线南京-上
海G7097/G7098次、上海-无锡G7204/
G7203 次、黄山北-合肥南 G7422/
G7423次、合肥南-安庆G7427/G7428、
杭州东-南京南G7604/G7605次、南京
南-衢州G7649/G7650次；9月30日、10
月 2、3、7 日增开阜阳-合肥 K8429/
K8430次1对。

此外，10月5日，铁路部门计划
增开上海虹桥-广州南D931/4 D933/
2次、D935/8 D937/6次、上海虹桥-珠
海D941/4/1 D942/3/2次、上海-深圳
北D905/D906次动卧列车，方便上海
至广深方向旅客出行。同时，上海铁
路局还将适时增开图外临客应对突
发客流。

长三角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方案出台

预计发送旅客2580万人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原创 4D 电影《熊猫滚
滚——寻找新家园》首映式昨天在上
海科技馆举行。该片是上海科技馆
策划创作的第 10 部 4D 电影，也是
2017 年度继《蛟龙入海》、《海洋传
奇》后上映的第三部4D电影。本周
五起，该片将正式向公众放映。

据悉，该片由上海科技馆、上海
河马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
普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制作，影片时
长17分钟，观众将跟随一只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踏上一段寻找新家园的
旅程。影片得到了安信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捐赠150万元人
民币，并设立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
会安信信托科普影视专项基金。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作为影片的
监制单位，为影片的科学性等内容提
供了支持和指导。

影片讲述了一只叫做滚滚的亚
成体大熊猫所生活的森林发生灾害，

竹子接连开花，食物难以为继。为了
改变困境，给母亲新的生活，滚滚和
他的小伙伴——小熊猫九哥、竹鼠竹
妞开启了一段寻找新竹林的艰难旅
程。其间他见证了友情的伟大，战胜
了凶狠的豺群，最终成就了一段惊心
动魄的成长历程。

影片通过超写实全 CG 制作而
成，包含超过900个模型元素，总计
超过9亿5000万个面及5000万根毛
发，共涉及10多种物种、30多个角色
制作、27个场景制作以及30余个道
具制作。在保证科学性的同时，影片
逼真地将角色、场景融入到有趣的情
节中呈现给观众，并加入大量4D特
效点，为观众打造身临其境的绝佳观
影体验。

本片还邀请到知名歌手谭维维
担任影片公益大使并出席此次首映
式，由上海科技馆现场授予其“公益
大使”的荣誉称号。此外，谭维维也
为影片主角公益配音，这也是其首度
为动画配音献声。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2017 中国森林旅游
节”将于9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举
办，主题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走进森林，让城市生活更精
彩”。本市部分市郊生态游景点也宣
布，旅游节期间将推出门票价格优惠
活动。

包括辰山植物园、滨江森林公园、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野生动物园在内
的13家公园参与活动，门票折扣最低
可达四折，优惠力度非常可观，有兴趣
的市民游客不妨抓住旅游节的机会前
往自己感兴趣的公园游玩。

据了解，2017中国森林旅游节
期间，全国31个省（市、区）和内蒙
古、黑龙江、大兴安岭、长白山等森工
（林业）集团均将来沪推广各自的森
林旅游资源，推介森林旅游线路和森
林旅游休闲产品。

13家公园9月25日起推门票优惠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尽管气势汹汹直奔我国
东南沿海而来，但在副热带高压、第19
号台风“杜苏芮”以及北支槽的多重影
响下，今年第18号台风“泰利”连吃“闭
门羹”，最终选择了近海转向。最新预
报显示，“泰利”预计将于今天夜里到明
天白天在浙江中北部沿海海面转向东
北方向移动。由于距离上海较远（最近
约300公里），因此其外围环流对申城
的影响主要以大风为主，降水总体较
弱。预计今明两天上海陆地最大风力
6-8级，周六后期风力趋于减小。

昨天，上海处在高压控制，天空
湛蓝如洗，不少市民都开启了朋友圈
晒蓝天模式。气温方面，昨日也很舒
适，早晨 07 时全市气温普遍在 23、
24℃，已经有了些许秋意。

前天 20 时，今年第 18 号台风
“泰利”加强为台风级，而其路径也牵
动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气象部门和
防汛部门的心。昨天14时，“泰利”
增强为强台风级，中心位于北纬24.9
度，东经125.8度（距离浙江省象山
县东南方向约630公里），中心气压
955hPa，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42

米/秒），七级风圈半径 350-380 公
里，十级风圈半径150公里。

气象部门表示，“泰利”将以每小
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
动，强度继续加强，或发展到超强台
风级别，成为今年首个超强台风。目
前来看，预计“泰利”将于今天夜里到
明天白天在浙江中北部沿海海面转
向东北方向移动。

由于距离上海较远（最近约300
公里），因此对上海的影响将风大于
雨。气象部门介绍说，“泰利”外围环
流对申城的影响主要以大风为主，降
水总体较弱。其中，今天到明天陆地
最大风力6-8级，沿江沿海地区和长
江口区7-9级，洋山港区和上海市沿
海海面阵风9-11级，周六后期风力
趋于减小。降水方面，今天到明天本
市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天气，东部
和南部沿江沿海地区仍有可能出现
个别站点的大雨到暴雨（30-50 毫
米），周六以后降水逐渐停止。

昨天14时，第19号台风“杜苏
芮”（热带风暴级）位于南海东南部海
面（距离海南三亚东偏南方向约760
公里），预计后期将逐渐趋向海南南
部海面，对上海不会有影响。

“泰利”对上海的影响风大于雨

预计今明陆地最大风力6-8级
■你可能感兴趣的

4D电影《熊猫滚滚》明起公映

市民正在体验4D电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优惠活动汇总表（以各景点公示为准）

序号 景点 原价 优惠价

1 东方绿舟 100 40

2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 100 40

3 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80 32

4 明珠湖公园 45 20

5 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70 30

6 崇明前卫生态村 60 25

7 上海辰山植物园 60 30

8 上海野生动物园 130 65

9 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20 8

10 顾村公园 20 8

11 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10 4

12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 20 8

13 廊下生态园 20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