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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本报讯 世界首条35千伏公
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昨天在沪
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国内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解决了窄通道大容量输电
难题。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
投运启动仪式并宣布投运，市政协
主席董云虎和国家电网总经理张
智刚为上海超导制造业创新中心
揭牌，副市长张为致辞。

上海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
缆示范工程位于徐汇区长春变
电站和漕溪变电站两座220千伏

变电站之间，线路全长1.2公里，
设计电流2200安培，是国家电网
在国内首次建设的超导输电项
目，也是目前世界上输送容量最
大、长度最长、全商业化运行的
35千伏高温超导电缆。该示范
工程以实现超导电缆工程化应
用为目标，开展了超导电缆系统
关键技术研究，并通过一系列试
验，获取了超导电缆电气性能、
机械性能、超导特性等方面的大
量数据，多项成果取得了世界首
创，形成了超导电缆生产、测试、

设计和施工系列化标准，为超导
电缆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

超导产业是上海重点培育
的新兴产业之一，近15年来，上
海持续支持高温超导研发和产
业化，科技、产业部门接力推进，
成为国内超导电缆产业链最齐
全的城市。上海将持续开展后
续研究，推动超导电缆实现从

“样品”变“产品”，加快超导制造
业创新中心建设，积极拓展超导
应用，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超导产业高地。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市政协十三届三十
一次常委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2年1月
19日至22日举行，会期三天半。

会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
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

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三
届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
的报告；列席上海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
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
有关报告；增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
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
委员会关于十三届五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
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等。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四年以后，我们就
能再搬回彭浦新村住上新房子，
我希望这一天快一点到来。”70
岁的彭一小区居民彭阿姨听闻
开工的消息一早就来到了施工
现场。昨天，彭一小区旧住房成
套改造拆除重建项目正式开
工。这意味着对“原住民”来说，
不仅不花一分钱未来就能拿到
新房，还能获得面积补偿、搬家
奖励和租房补贴。

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的彭
浦新村是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
之一，不少劳动模范、先进工作
者都居住在这里。经过60多年
的风雨，当年令人羡慕的新公房
面临着厨卫合用、年久失修、结构
老化、屋顶漏水等越来越多的问
题，居民要求改造的呼声十分强
烈。小区居民2110户，其中既有
产权户，也有租赁户；困难和特殊
群体较多，是全市户数规模最大、
改造难度最高、情况最复杂的旧
住房拆除重建成套改造项目。

“工作人员效率超高，点赞”
在开工现场，已经在这里住

了30年多年的陈叔叔激动万分，
“非常开心，老小区问题太多了，
旧改办工作人员的效率超高，要
给他们点个赞。”

陈叔叔介绍说，自己原来有
一套面积59平方米的产权房，旧
房拆除重建后可以增加20平方
米的面积，接近80平方米，一家
人高兴坏了。“我们不仅一分钱
不出，还给我们每家6万元的奖
励费，按照面积给予租房补贴，
比如我家的补贴款是 3700 元/
月，听说最高的有人可以拿到
4500元/月。”

同样在这里住了30多年的
杨叔叔之前也住在彭一小区，他
家原来仅有16平方米，是如假包
换的“蜗居”，厨卫需要与邻居共
享。杨叔叔非常期待原拆原建
后的新家，“未来我家光房间面
积就可以增加2.7平方米，变成
18.7平方米，此外，还有10平方
米的厨卫，4平方米的阳台，你看

划不划算？每个月我还能拿到
2900元的租房补贴，非常满意。
政府真的是办了大实事。”

记者了解到，从2005年起，
彭浦新村街道就把推动旧住房
成套改造作为街道中心工作，已
先后完成了彭五、彭七及彭三小
区一至四期的改造，改造房屋62
幢、改造面积94292平方米、受益
居民2797户，探索出了“改扩建”

“加层扩建”“拆除重建”等多种
改造模式，在规模上由点到面，
从整幢到成片到小区整体改造；
在内容上由单一到综合，从厨卫
独用到电梯高层到生活配套。

刷新全市多项旧改纪录
2019年5月，彭一小区旧住

房成套改造项目正式启动；2020
年8月16日至8月25日，十场居
民动员会连续召开；2020年9月
8日至9月15日，房型图正式公
示；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9 月 30
日，预签约；2020年10月1日项
目启动正式签约；2020年10月7
日租赁房和产权房签约率均突
破 99%，签约首周项目即生效。
刷新了最大改造体量、最多改造
户数、最难改造项目、最高生效
比例、最快生效速度等全市多项
旧住房成套改造纪录，也成功履
行了静安区委、区政府“在本届
政府任期内消除彭浦新村地区
非成套旧住房”的承诺。

据悉，自 2021 年 9 月 1 日
起，正式启动的彭一小区旧住房
成套改造项目集中搬迁，截至10
月底彭一小区居民退房率已达
100%，居民已全部搬离。

彭浦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彭一小区居民将外出过
渡4年左右，改造后的彭一小区
将新建17幢8-19层的多高层电
梯住宅房，配建的2层地下车库
拥有近1700个车位。同时还将
新建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社区体育中心以及
拥有164个床位的社区养老院等
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居民将
回搬到煤卫独用、环境整洁、绿
化优美的新房，居民的生活水平
和获得感将大大提高。

35千伏公里级超导电缆在沪投运
世界首条！解决窄通道大容量输电难题

本报讯 上海市政府昨天举
行全体会议，贯彻落实十九届六
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
一届市委十二次全会、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审议2022年《政
府工作报告》，并部署岁末年初
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
持会议并指出，明年将召开党的
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是
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做好明
年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各
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要求，保持冲刺状态和
工作韧劲，抓紧分解目标指标和

重点任务，加快谋划推进落实的
具体方案，确保明年各项工作实
现开门红。

会议原则通过《政府工作报
告》（讨论稿）。龚正指出，市政
府研究室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
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
把报告修改好。

龚正指出，要全力抓好明年
开局工作，“稳”字当头，“早”字
挺前，“实”字为要，全力做好明
年一季度稳增长工作，尽量把各
项工作往前赶，用硬措施完成硬
任务。要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因时因势优化防控政
策，追求更快速、更精准，把对城
市运行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降到最低。要守牢城市安全底
线，从严从细压实安全责任，全
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城市
安全有序运行。要扎实做好市
场保供稳价工作，有效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要服务和参加
好市“两会”。两节期间，要继续
绷紧财经纪律这根弦，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节用裕
民，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推进发
展、为民服务上。

12月22日，国家电网公司在

上海兴建的世界首条 35 千伏公

里级超导电缆示范工程正式投

运。作为国家电网与上海市共

同开展的科技产业战略合作成

果之一，该示范工程由国网上海

电力承建运维，项目自2016年启

动酝酿至全线投运，历时五年多

时间；工程主体部分于2020年4

月开工，历时一年半完工。

超导输电是当今电力行业

最具革命性的前沿技术之一。

其原理是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

氮环境中，利用超导材料的超导

特性，使电力传输介质接近于零

电阻，电能传输损耗趋近于零，

从而实现低电压等级的大容量

输电。

“一条35千伏超导电缆相当

于传统 220 千伏电缆的输送容

量，可以替代4-6条相同电压等

级传统电缆，较以往可节省70%

的地下管廊空间。”国网上海电

力总工程师谢伟介绍说，“这种

传输效能和空间经济性上的显

著优势，使得超导电缆非常适用

于将大容量电能直接输送到寸

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区域。”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高速

发展，上海城市电网负荷密度快

速增长、通道资源紧张、电源点

难以深入城市中心区域等矛盾

日益凸显。超导电缆的落地应

用，有效解决了窄通道大容量输

电的难题，有助于消除负荷热点

地区的供电“卡脖子”现象，为城

市电网今后的升级改造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当前，全球范围内超导输电

技术的研发方兴未艾，欧美日韩

等发达国家正加速抢占超导电

缆实用化、商用化的“高地”。此

次示范工程的成功投运不仅开

创了公里级超导电缆在全球城

市核心区域的应用先例，同时也

在核心的材料、技术和装备上实

现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国网上

海电力携手多家国内顶尖院校

和科研机构，就超导电缆系统的

设计、施工、运维等开展科技攻

关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和突

破，解决了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诸

多难题，形成了可复制的超导电

缆应用经验。

项目团队成功研发大长度

三相统包超导电缆及系列装备，

实现超导电缆及其生产装备自

主可控；在全世界首创超导电缆

全程排管冷缩补偿方法，将超导

电缆从常温到低温时的材料收

缩影响降至最低；通过自主研发

的超导电缆敷设监控系统及专

用工器具，在电缆试拉试放环节

获取了敷设关键技术参数，破解

了狭小空间内全程排管敷设大

坡度、多转角等难题；项目团队

还围绕超导电缆的规划设计、运

行维护、继电保护、施工、试验及

验收布局了 20 余项国际和行业

标准的申报计划，累计申请发明

专利30余项。

国网上海电力董事长、党委

书记梁旭表示，国网上海电力将

定位于“世界观察中国电力的窗

口”，持续开展超导电缆示范工

程的分析与评估，积累超导电缆

运维经验，不断深化超导输电技

术的工程化应用研究，加快打造

国际领先的城市电网，为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提供更多有力支撑，

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注入更多

强劲动力。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1条超导电缆相当于4-6条传统电缆 节省7成地下空间

全力抓好明年工作开局

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明年1月19日至22日举行

不花一分钱，面积还增加了
彭一小区旧住房成套改造拆除重建开工

彭一小区居民看着新房蓝图，憧憬美好未来。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