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家桥街道对23个居民区全面摸底，发布调研“白皮书”

老公房电梯安装可行性一目了然
周家桥街道是本市最早试点老公房安装

电梯的街道之一。截至今年 3 月底，街道已建
成并投入使用电梯 4部，在建及陆续投入施工
6部，完成加梯立项 5部。

为了把老公房加装电梯这项惠民工程做
深做细，让更多居民受惠，周家桥街道通过第
三方社会组织排摸辖区内 23个居民区， 进行
了安装电梯可行性调研。在前不久举行的周家
桥街道既有多层住宅第 10部加装电梯动工仪
式上，这本调研“白皮书”发布。

“白皮书”缘于一起不成功的加装案例。三
泾南宅是周家桥街道加装电梯的模范小区，自
武夷路 727弄 21号率先安装电梯以来， 小区

成功安装 2部电梯，在建 4部电梯。很快，武夷
路 695弄 1、2、3号楼的居民也有了安装诉求。

可前往区相关部门调阅小区平面图后发现，这
三栋楼因楼体紧贴规划红线， 不符合加装条
件。民意调查、方案设计都成了无用功。

一部电梯的加装涉及诸多环节。随着居民
加装电梯热情高涨，自发申请也增多，到后端
可能会遇到客观条件不符的状况，让居民颇感
失望。于是街道想把工作做在前头，对居民楼

是否符合加装条件做个可行性调研。街道委托
上海慧加美老公房咨询服务中心，对街道辖区
内 10个居民区 23个住宅小区进行了调研，全
面分析街道辖区内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现
状，对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红色”为有难度、不
可加装电梯的单元；“红黄色” 为可行条件一
般，需通过拆、改、建满足安装条件的单元；“黄
色”为安装条件好的单元。排摸发现，23个小区
443个单元可加装电梯比例为 62.53%，其中安

装条件较好的有 113个单元，占 25.51%，通过
微改造可行的有 164个单元，占 37.02%，需通
过拆、改、建创造条件安装的有 60 个单元，占
13.54%，涉及红线、无安装位置等原因不能安
装电梯的 103单元，占 23.25%。

“白皮书”出炉后，街道所有老公房的电梯
安装可行性一目了然。对那些涉及规划红线、房
屋自身安全性及场地条件不达标的住宅， 街道
为其做“加法”，比如结合“家门口工程”开展适
老性改造；针对场地条件不达标住宅，街道实施
“移”字诀，如果绿化占地影响电梯加装，经全体
业主大会等规范流程， 对小区绿化进行迁移及
补种；街道还实施“融”字诀，结合美丽家园建设
和精品小区改造， 做好小区整体布局与重新规
划，调整管、线走向，大大减少后续加装成本。

■本报记者 王海燕

捕杀保护鸟类侵害公共利益
首例赔偿款将用于生态修复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首例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于去年 6月 20

日宣判，被告人顾某犯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6个月， 缓期 1年执行， 并赔偿国家经济损失
1.05万元，同时向社会公众道歉。前天，第 38 届上
海市“爱鸟周”启动仪式上，这笔赔偿款由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移交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专门用
于修复犯罪对野生动植物及其生境造成的破坏。

经查，2017年 11月中旬至 12月 6日， 被告人
顾某在崇明区东部一片小树林内悬挂张网 2顶，先
后捕杀乌鸫、白腹鸫等野生鸟类 37 只。经鉴定，其
中 35只是列入《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名录》或《上
海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鸟类。“以往，这类
犯罪虽然对国家野生资源造成损害，但最终判决很
难通过索赔方式让犯罪分子付出代价。” 上海铁路
运输检察院公益诉讼部检察官徐嘉炜表示，《民事
诉讼法》修改后，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
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
为， 在没有相关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有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
的，可以支持起诉。这意味着，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
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犯罪分子，不仅要面对牢
狱惩罚，还要赔偿公共利益所受损害。

记者从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了解到，赔偿款
主要将用于生态补偿修复等三方面：一是在案发地
补植复绿，尽可能修复当地鸟类的生境；二是遴选
志愿者，在崇明地区做候鸟保护巡查；三则继续加
大对捕猎鸟类行为的警示宣传。对于赔偿款的使用
情况，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等相关单位将加强后期
监督，还会到实地查看生态环境修复情况。

鸟类被捕猎后将被买卖或杀害， 甚至食用。市
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副站长涂荣秀表示，食用野
生动物，不仅导致生态失衡、破坏物种资源，还会严
重危及食用者的健康。目前，已知的人类传染性疾
病共有 1415种，其中 62%来源于动物。人类食用野
生动物，其携带的细菌、病毒、寄生虫非常容易传播
给人，造成感染甚至死亡。比如，野生蛇、蛙体内的
寄生虫感染率几乎达 100%。 而野生鸟类有概率携
带病毒，捕杀者还没食用，就可能因吸入含有病毒
的气溶胶，或直接接触感染病毒。

全链条孵化助优秀女性创业
本报讯 （记者 彭薇）2019年本市女性创业大

赛日前在杨浦启动。

大赛由市妇联、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杨
浦区政府主办，致力于打造优秀创新创业女性联盟
组织， 以专业和全链条孵化生态助力优秀女性创
业。大赛设置“十佳最具活动创新方案”和“最具潜
力创业项目”等奖项。有意参赛的女性可于 6月 30

日前，通过“上海女性”官网（www.shwomen.org）或微
信公众号下载创业大赛申报表， 将创业项目方案、

项目申报材料等发送至 shnxds2019@163.com。大赛
将对评出的获奖方案和项目给予一定扶持，对拟注
册在杨浦区的获胜团队， 优先入驻启迪之星孵化
器，享受相应优惠政策和孵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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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琳凯以时尚响应公益
为唇腭裂女童圆梦 T台

“被上帝亲吻过的天使儿童”为上海时装周 GALALAND大秀谢幕

唇腭裂公益手术受助人小凤登上上海时装周舞台

近日，2019秋冬上海时装周完美
谢幕。 在上海时装周 GALALAND闭
幕大秀上，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携手
台湾中式礼服品牌龙笛以时尚响应

公益 ， 带来了一位特别的谢幕模
特———“被上帝亲吻过的天使儿童”

小凤身着一袭烂漫柔粉的高定童装，

自信登上 T台，引起全场轰动。

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微笑百分百”项目

时装周上这位特别的模特小凤今
年 11岁，来自四川江油。出生时就被
诊断患有唇腭裂， 一直以来小凤比一
般的孩子更内向、沉默。直到她幸运地
被资助了唇腭裂修复手术， 慢慢地成
长为一个非常爱笑的女孩， 变得活泼

开朗， 并在心底埋下了一个 T 台梦
想， 她想把来之不易的微笑展示给更
多人。此次，在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的
帮助下 ， 小凤登上了上海时装周
GALALAND闭幕大秀 T台，一席粉色
的礼服衬得她更加活力可爱， 脸上挂
着甜甜的的笑容， 现场的观众纷纷将
掌声送给这位勇敢自信的女孩。

“谁说不完美就不能 C位出场”，

小凤身上这种”大胆粉出彩“的精神正
是玫琳凯把她带到时装周舞台的原
因。据悉，同期，玫琳凯还在上海时装
周 GALALAND发布了旗下全新的彩
妆子品牌 Pink Young，其品牌理念在
于鼓励每位女孩都可以展现自己的每
一种精彩，从不为兴趣设限，也不为完
美所框，为自我而美，更为出彩而活。

玫琳凯期望关心时尚的新生代女性能
够在这个小凤身上找到自信大胆的
“美力”， 同时也关注到唇腭裂儿童这
个特殊的群体。

据悉，玫琳凯感恩公益基金自 2014

年起与专业机构及全球医疗专家携手启
动“微笑百分百”项目，截至 2018年底，

“微笑百分百”项目已为 828名贫困地区
的唇腭裂女童带提供免费的唇腭裂修复
手术，帮助她们重拾笑容和自信。

玫琳凯此次炫粉上市的 Pink

Young拥有丰富的产品线， 能够为新
生代女性提供全方位的出彩美妆方
案，除了经典必备款、当季爆款等产
品之外，Pink Young还带来了先锋潮
款，无论是日常妆面，还是艺术创新
的妆容都能轻松驾驭。 同时，Pink

Young引领着大胆粉出彩的“美力”风
潮， 迅速席卷了年轻女孩的内心。据

悉，此新锐彩妆品牌已成为上海时装
周 2019 秋冬 GALALAND 独家合作
彩妆品牌。

粉色不再一味乖巧甜腻，新世代
女性可以美出自己的型格，成为任何
她所希望成为的人，大胆地去粉每一
种精彩的存在，这是 Pink Young的初
心，也是品牌想要传达的理念。

活动现场， 玫琳凯大中国区高级

营销副总裁翁文芝与沈梦辰展开了一段
对于“Pink Power”主题的对话，引发了全
场共鸣。沈梦辰坦言:“虽然我常以甜美可
人的公众形象示人， 但内心是有一股子
‘美力’的。”作为一个粉色控，她表示，很
高兴看到自己喜欢的粉色被赋予了更多
深层次的含义，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力量，

“粉色不仅有柔美的一面， 更有一种自
信、勇敢无畏的强大信念蕴含其中。”

大胆地去粉每一种精彩的存在

上海年底将撤销省界公路收费站，主要采用 ETC收费。 （资料）

市交通委主任谢峰做客“2019上海民生访谈”回应交通热点问题

两大机场联络线今年启动建设
昨天上午，市交通委主任谢峰做

客“2019上海民生访谈”节目，对多个
市民关切的交通热点问题一一回应。

推进长三角公交客运衔接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进程正在稳步

推进。截至目前，上海已开设毗邻地区
公交客运衔接线路 14条，其中跨省城
市公交线 9条， 省际道路客运班线公
交化运行线路 5条。 线路主要涉及崇
明、宝山、嘉定、青浦、金山 5个区，主
要对接江苏省启东、太仓、昆山，浙江
省平湖、嘉善等区域。

谢峰表示，去年市交通委制定并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市
与苏浙两省毗邻地区公交客运衔接
的指导意见》。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依
托长三角区域协作平台，将开展毗邻
地区公交客运衔接线路试点纳入三
省一市交通主管部门签订的《长三角
交通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备
忘录》。下一步，三省一市交通主管部
门将联合成立长三角毗邻地区公交
客运衔接线路试点工作小组，研究确
定适应长三角各毗邻地区的公交客
运衔接模式。

将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两年内

基本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谢峰表示，上海
将于年底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上海共有省界收费站 9处， 其中与江
苏交界 5处，与浙江交界 4处。市交通
委现已明确上海取消省界收费站的实
施方案计划。根据计划，5月底前明确
技术方案、 工程建设方案，10月底前
完成收费站与收费车道及中心系统软
硬件升级改造，11月底前完成 G60枫
泾立交收费站建设、 配合部省系统联
调联试和模拟运行，12月底前拆除省
界收费站。

据悉，上海将主要采用 ETC收费
方式， 缓解收费站拥堵， 提高通行效
率。谢峰表示，上海将基本实现收费站
出入口通行车道 ETC 系统功能全覆
盖。根据交通运输部方案，取消省界收
费站，将对 ETC车辆采用分段计费扣
费模式。为此，上海将升级改造收费软
件， 以支撑省界收费站取消后的 ETC

精确路径计费和 MTC精确路径收费。

新增中运量开建机场联络线
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市交通委规
划中心城区形成“九横十三纵”中运量
通道网络，共 22条通道，总长 280公
里。其中预留向宝山、虹桥、闵行、川沙
等四翼延伸的条件， 预期在中心城范
围内形成“轨道交通+中运量”构成城
市公共交通主骨架， 基本覆盖中心城
范围内主要的公共交通客运走廊。

谢峰表示，研究方案主要涉及范
围为 “两横两纵一联”5 条中运量通
道，即北横通道（恒丰路—内江路）、

中山东路通道、浦东南路—上南路通
道、浦建路—沪南路通道、虹桥路—

肇嘉浜路通道，共计 53公里。研究结
果表明，截至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
是虹桥路—肇嘉浜路、浦东南路—上
南路两条通道。

据悉，虹桥路—肇嘉浜路通道西
起虹桥路延安西路， 沿肇嘉浜路、徐
家汇路、陆家浜路至南浦大桥，长约
11公里。该条通道初步考虑路中和路
侧两种公交专用道工程方案，预计远
期通道客流可达 7 万—9.1 万乘次/

日。虹桥路—肇嘉浜路通道建成后，将
与延安路、 北横共同构成中心城区的
中运量“三横”通道，并与轨交 9号线
共同构成功能互补的复合公交通道。

浦东南路—上南路通道线路从人民广
场（近武胜路）起，沿西藏南路、西藏
路隧道、浦东南路、上南路、林恒路至
芦恒路枢纽，全长16.5公里，途经人民
广场、黄浦区核心地区、世博地区、上
南地区、三林地区、三林大居、芦恒路

枢纽等。预计通道客流为4万—6万乘
次/日。浦东南路—上南路通道是中心
城区第一条南北向中运量通道，串联
浦东和浦西，与轨交换乘站点8处，与
71路换乘站点1处。

关于机场联络线何时启动建设，

谢峰回应：目前机场联络线相关前期
工作正抓紧开展， 确保今年启动建
设。机场联络线是轨交网络重要组成
部分，为虹桥和浦东两大枢纽间的快
速通道，自虹桥站引出，沿沪杭铁路
客运专线东侧向南，穿过沪杭铁路通
道后折向东沿春申塘走行，而后穿越
黄浦江，沿外环线、迎宾高速南侧走
行，经三林、张江、迪士尼至浦东机
场， 出浦东机场后接入上海东站。线
路全长 68.66公里，设车站 9座。

新办法考核共享单车企业
共享单车的管理一直是市民关

注的焦点。在2017年最高峰时期，上海
市场共享单车超过170万辆。 谢峰说，

截至目前， 市交通委会同公安机关已
完成全市约90万辆单车电子注册。

“按照道路停放设施能力、公共
交通接驳需求、道路非机动车通行条
件和绿色交通推广要求等因素，经相
关专家反复论证、达成共识后，确定
上海共享单车合理总量约 80万辆。”

谢峰表示，上海将进一步完善“总量
控制、牌照管理、动态调整”的管理思
路，工作重点转为兼顾对共享单车企
业进行动态考核。今年将公布新的考
核办法，根据考核结果动态调整不同
企业的注册车辆数量，让连续 2次考
核不合格的企业退出市场。

■本报记者 李蕾

市民休闲新去处
编者按：今天的上海不仅有广为人

知的外滩、南京路、小陆家嘴高楼这些
传统景点，更有 45公里滨江岸线、各类
文化艺术场馆、由老厂房等更新而来的
特色街区点缀其中。在郊区，分布各处
的郊野公园、 特色民宿近两年纷纷涌
现，水乡古镇也迎来不少回乡创业的年
轻人。这个春天，这些不断变化着的城
市和乡村场景，成为吸引市民游客踏访
的新去处。近期，上海市文旅局启动“百
万市民游上海”系列活动。上海有不少
好玩的新去处值得去看看。

新场镇摇身一变成“网红”景点，浸入式旅游吸引市民游客

返乡青年让“穷村”变“新桃花源”

在美丽乡村赏桃花，去古镇逛吃美食，

是上海浦东新场镇“一日游”的经典线路。

今年桃花节期间，新场镇摇身一变成“新桃
花源”，推出一条浸入式旅游线路。在回乡
创业的年轻人带领下， 游客能像 《桃花源
记》中的武陵渔人一样，探索新场乡村和古
镇的魅力。

新桃花源到底“新”在哪儿
桃花节期间，从新场镇地铁站 1号口出

发， 一辆粉色的短途接驳车满载市民游客前
往附近的新南村。 新南村是上海本地水蜜桃
产区之一。每年春天，家家户户门前种植的大
片桃花盛开，粉色花朵绽放出勃勃生机。

过去，游客来新南村只能赏个花、拍个

照，体验不够丰富。今年桃花节，新南村和新
场古镇推出“新桃花源”之旅。新桃花源之旅
“新”在哪儿？记者来到新南村，首先感受到
的是新鲜的旅游方式。游客通过完成一个个
游戏任务，穿梭在新南村、南山寺和新场古
镇，体验淳朴又新潮的乡村生活。这样的旅
游方式类似于年轻人热衷的 Citywalk （城市
漫步），让不少人直呼新鲜。

走在新南村，到处是新农村风貌。过去新
南村村口的两间闲置民用灶披间， 如今摇身
一变成迷你博物馆。 博物馆内保留着绘有灶
画的老式灶台， 仿佛能闻到灶头饭特有的焦
香味。 老式灶台旁墙上则贴着国际知名艺术
家杜达的几幅影像作品，新与旧对比冲击感
十足。博物馆外还有一堵“长”在乡村建筑上

的网红墙， 蓝色背景上绘有一对即
将振翅高飞的“桃花翅膀”。这堵网
红墙已成为村里的热门景点。

邮编谐音“爱你一生一世”

“新桃花源”之旅最“新”之处，

还是一群带着市民游客游玩的 “新
场小哥哥小姐姐”。这群身着粉色 T

恤的返乡青年化身志愿者， 出没在
地铁站、新南村和古镇中。与他们聊
天，听新场镇的故事，也给这趟乡村
之旅增色不少。

“新南村过去是‘挂牌’的上海
最穷村，现在成了美丽乡村。”80后
村民傅文江作为“新场小哥哥”中的
一员， 每次对游客说起自己家乡的
变化，都一脸骄傲。看着家乡一天天

变美变好，他和妻子也从镇上回到村里，接管家
中的五亩桃园。在傅文江眼中，家乡的桃花是最
漂亮的。可过去，村里留不住客人，因为有个养
猪场，每天臭气熏天。如今，随着新南村“美丽庭
院”建设推进，原本臭气熏天的养猪场搬走了，

脏臭的河道变干净了。每年春天，千亩桃林将村
子点缀成“世外桃源”。“你知道吗？新场镇的邮
编是 201314，谐音‘爱你一生一世’，现在这里
可受情侣欢迎了。”

“新桃花源”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新场古镇，

在古建筑保护学者阮仪三口中，这是“上海老
浦东原住民生活的真实画卷”。 和其他古镇相
比，新场古镇最大的特点是原汁原味，至今有
很多居民住在古镇，游客经常能看到居民晾晒
的衣服，买到居民腌制的酱瓜。

引入返乡青年是长期计划
“别看傅文江现在乡村故事讲得很好，他

也曾打过退堂鼓。”作为“新桃花源”策划人之
一，朱一宁说，在培训开始的第一周，傅文江给
他发了条微信，担心不能胜任，提出调岗申请。

如今， 他面对任何人都能自信地侃侃而谈，对
家乡的热爱成为这些志愿者进步的动力。

和傅文江一样， 志愿者中共有 20位返乡
青年。他们中有在张江上班，暂时回乡带娃的
新手妈妈栗子；有把生意做到新天地，又决定
返乡创业的老张；还有把志愿者项目当作社会
实践的在校大学生。朱一宁坦言，过去不少乡
村振兴都由城里人主导，他们直接将外界模式
复制到乡村，导致很多项目水土不服。要真正
振兴乡村， 一定要引入具有潜力的返乡青年，

这是一项长期计划，“桃花开了会谢，但当地人
的故事一直在那里。通过故事，以文化带动旅
游，才能持续下去。”

从“穷村”到“美丽乡村”，越来越多人愿意
走进这个新场镇最南端的村落。 在新场镇长大
的年轻人也关注到家乡的变化，去年底，就有好
几位青年返乡工作。“村子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现在村民都很乐意帮忙推广， 让更多人走进新
南村。”新南村党总支书记盛丽萍说。

青浦张马村、金山嘴渔村、崇明瀛东村……

如今，上海越来越多乡村变“网红村”，成了市
民游客休闲度假的新选择。“新桃花源”下一步
将怎样？不少游客提出建议：村里缺几家农家
菜馆，少了点烟火气；想在新南村住一晚，没有
合适的民宿……对此，盛丽萍表示，今后将提
升硬件，鼓励村民开民宿和农家乐。

今日看点游客通过完成一个个游戏任务，穿梭乡村古镇，体验淳朴又新潮的生活

■本报记者 裘雯涵 新南村乡村建筑上的网红墙。 （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