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通出租车公司在院子里安装了 22个充电桩作为临时措施， 供充
电不便的司机夜间来此充电。

司机建议，在南门交通枢纽出租车排队候客处后侧空地安装一排公
共充电桩，方便出租车司机边候客边充电。 均 毛锦伟 摄

经过 48个小时的连续混凝土浇筑，徐家汇中心主楼昨晨成功筑底。 （资料）

区长访谈

崇明区区长李政称充电桩建设事关生态岛绿色出行

要给新能源出租车配好就近的充电桩

崇明纯电出租车的充电问题如何解决？

上周五，做客 2019“夏令热线·区长访谈”节
目的崇明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政，在节目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

李政首先介绍了崇明区在建设世界级
生态岛中关于“绿色交通出行”的规划。他
说，世界级生态岛不仅要有绿色的环境，也
要有绿色的能源、 绿色的生产、 绿色的生
活、绿色的建筑、绿色的交通。这两年，崇明
花了很大功夫在推进绿色交通出行方式的
改变。 去年岛内行驶的公交车辆已全部新
能源化，目前正在推进的是出租车，也是要
实现新能源车全覆盖。同时，崇明还在大力
推进公务车新能源覆盖，凡到期要轮换的，

也都使用新能源车辆。 加强充电桩建设很

重要。

节目连线了崇明区交通委副主任倪朝
辉， 针对纯电出租车小区充电桩安装难题，

他回应称， 目前矛盾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

对于 27 位充电桩安装遇到障碍的出租车司
机， 已想方设法在亚通公司安装了 22 个桩，

在离司机比较近的修理厂和码头装了 5 个
桩， 解决了 27 个缺口。“我们还对今后发展
过程中可能碰到缺口的问题， 做了相应准
备。” 崇明区交通委已与分时电动汽车租赁
企业 EVCARD 进行沟通， 共享其充电桩。7

月中旬，EVCARD 将在崇明开放 30 个区域
共 46 个车位，可供出租车使用。同时政府机
关也在更新新能源车， 充电桩要通过技术手
段进行改造共享， 方便出租车和社会车辆夜
间充电。

随后连线的崇明区房管局副局长龚平介
绍，小区电动车充电桩安装主要是协调三方关

系，也就是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公司，目前碰
到最大的瓶颈是小区停车难问题。房管局下一
步考虑因地制宜，在得到业委会同意后，在小
区公共区域安装充电桩， 不仅针对出租车，还
对社会开放。

对于出租车充电问题，李政说：“我觉得肯
定要给车辆配好就近的充电桩。” 离单位近的
到单位充， 住的地方和工作地方距离远的，要
能在家附近找到充电桩来充电，这个需求非常
合理。 绿色交通出行是崇明正在探索的事情，

这项工作肯定要做好。崇明新能源车投放使用
时间不长， 相关配套建设目前来看可能没跟
上。尽管从数量上看，岛上充电桩总量远超现
在新能源车的需求，但存在结构性供给不平衡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新能源车辆的投放
使用，进一步优化充电桩布局。”

今天做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媒体直播
室的，是青浦区区长余旭峰。

崇明229辆出租车月底换纯电车，充电问题难倒部分“的哥”

营运车小区安装充电桩，物业不同意

上海崇明的出租车司机奚师傅，已为安
装充电桩一事奔波了一个多星期。这根充电
桩能否装上， 关系到他接下来的 “饭碗”问
题。按照崇明区交通委的安排，崇明 229 辆
出租车月底前全部切换成纯电动出租车，而
出租车公司给出的安装充电桩最后期限是 7

月 20日。

营运车辆安装充电桩，究竟会遇到哪些
障碍？记者赶赴崇明，对出租车充电桩问题
进行调查。

物业：能不能装由业委会决定
奚师傅居住在城桥镇湄洲路 1288弄文

宸花苑。对他来说，白天开出租，晚上车子
就停在小区。换车后，充电桩自然是装在小
区最方便。小区让装吗？文宸花苑共住了 3

名崇明出租车司机，3个人都在物业 “碰了
壁”。

奚师傅说，6 月底得知要更换车辆后，

他第一时间找到小区物业 “雁思物业”，希
望对方在相关表格上敲章， 申请安装充电
桩。但物业回绝：“营运车辆，我们不办的。”

7月 9 日，记者来到文宸花苑。9 时左右，记
者在小区转了转， 业主的车辆一部分停在
干道边，一部分停在楼旁规划车位上，停车
位并不紧张。 奚师傅带记者前往小区中央
的地下车库， 只见车库里绝大多数位置都
空着。

记者来到物业管理处询问，工作人员告
知， 别看空位多， 地下车库因消防不达标，

300多个车位不能用； 地面车位到晚上只能
说基本够用。小区车位原则上优先满足业主
车辆停放，给营运车辆安排固定车位装充电
桩，其他业主会有意见。当记者提出司机也
是业主时，对方称：“给不给营运车辆装充电
桩由业委会决定，物业只是执行。”

对方建议出租车公司出面协商。奚师傅
插话：“不是请区房管局出面协调吗？” 对方
仍坚持此前的说辞：“得业委会同意，或者政
府给个文件， 我们也是这样回复房管局的。

营运车辆在小区装充电桩怎么收费、怎么管
理， 要公司出面谈好。 不能把皮球踢给物
业。”记者询问收费多少合适，对方称，由于
安装充电桩后等于车位固定，普通业主缴纳
充电车费 600 元一年，“营运车辆肯定要多
一点。”

公司：设22个充电桩固定到人
在文宸花苑隔壁的中瀛建德苑，也住着

3名崇明出租车司机。 由于两个小区是同一
个物业公司管理，另外 3名司机目前也没能
完成敲章。那么，229名司机中，装充电桩被
卡的有多少人？记者前往崇明亚通出租车有
限公司了解情况。

“为了帮司机解决充电桩的事，公司想
尽了办法。”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在听明记者
来意后大叹苦经。不过万幸的是，崇明的 200

多名司机中，大多数居住在自建房中，安装
充电桩无障碍， 居住在商品房中仅有约 50

名司机。据称，亚通公司为此开过协调会，并
通过种种渠道与各小区物业沟通，包括协调
房管局做工作，让司机填写“车位被其他业

主临时停放时不起争执” 之类的保证书，解
决了其中半数司机的充电桩安装问题。“目
前主要是南门地区的几个小区不同意安装，

如文宸花苑、中瀛建德苑、西门南村、西门北
村、东门新村、江山小区等。”

亚通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说，小区不愿意
配合，公司也很无奈。沟通中，出租车公司曾
提出协调司机支付一些额外费用，但一些小
区物业就是不松口。月底前车辆就要全部更
换完毕， 剩余 20多名司机的充电问题如何
解决？亚通公司想了一个变通之举。即在公
司的院子里沿着围墙、大楼底楼外墙安装了
一圈充电桩，供司机们夜间在此充电。记者
在现场数了数，一圈充电桩共 22个。白天院
子里停满了员工的车， 下班后院子空出来，

出租车司机才能停车充电。 为方便计算电
费，22个充电桩已固定到人，专人专用。

奚师傅被分配到院子里的第 11号充电
桩。“在单位充电就意味着司机必须像上下
班一样，早上先骑辆电瓶车到单位，再开车
出去运营，下班停车充电，再骑电瓶车回家。

路上浪费时间不说，遇到老客户有急活就难
办了，这不是长久之计。”

亚通公司上述负责人也坦陈，长远来看还
是得解决小区充电的问题。“希望政府能出台
一些配套措施和文件，推进这个事。”

司机：快充桩布局也要更完善
小区装不了， 奚师傅通过 12345建议，能

否在小区西侧湄洲路上设几个公共充电桩。对
此，崇明区交通委回复：“将来会解决。”

实际上，令出租车司机烦恼的，不仅仅是
小区充电问题，供临时充电用的快充桩也捉襟
见肘。 记者找到 6月 28日第一批开上纯电出
租车的高师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住在
靠近隧桥出口的五滧村， 充电桩也装在五滧。

由于崇明出租车司机大多都在南门交通枢纽
区域排队等生意，没换纯电车之前，他每天往
返五滧和南门。更换纯电车后问题来了：五滧
和南门相距 35公里， 纯电出租车续航中须扣
除 70公里用于往返家中。 车辆标称续航能力
400公里， 实际打点折扣， 再算上开空调的损
耗，最终能用于运营的仅 200多公里。“生意稍
微多一点，到下午就可能没电了。”

高师傅出示手机上的充电记录：7月 6日、

8日下午，他各为车辆快速充电一次。每次 10

余分钟，花费 30 元，可以多开 100 多公里。高
师傅选择翠竹路上的崇明区行政服务中心快
充站，“那里有 8个快充桩，基本随去随充。”快
充结束， 高师傅再驾车返回南门枢纽做生意。

他说，崇明目前的公共快充站配置更多考虑新
能源个人车主在上班、办事、购物等环节的便
利性。在亚通公司，记者看到一张崇明地区公
共充电站统计表， 算上目前在建的， 共有 157

个公共快充桩，分布在 20余个充电站。以南门
地区为例，充电站均设在百联商业中心、行政
服务中心等处。记者随后前往出租车排队集中
的南门港码头口、 八一路步行街附近察看，发
现均无快充站。

亚通公司和司机均呼吁，崇明区政府可就
推进纯电车辆普及出
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予以保障。当务之急应
尽快协调相关小区配
合充电桩安装，方便司
机充电；同时在出租车
集中点，加快公共快充
桩、出租车专用快充桩
建设。

新材料创新体系建设有新突破

建水性材料研发转化平台
促奉贤新材料市场化培育

本报讯 （记者 杜晨薇）日前，奉贤水性材料研
发与转化功能性平台揭牌。该平台将以奉贤杭州湾
开发区内上海先科化工有限公司开发的，具有国际
领先水平、填补国内技术空白的新型纳米级纯水性
丙烯酸共聚酯为核心技术，进一步提高水性材料核
心技术的研发水平及应用推广，加快奉贤区新材料
基础研究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培育，助推上海制造节
能、环保、智能、绿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水性材料的树脂开发运用在行业内已有多年
历史，但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厂家，其产品在本质
上无法完全做到纯水性，部分厂家还使用“醇水”等
模糊发音混淆概念。下游产品应用过程中需借助大
量含有对人体有害的 VOC助剂来实现功能， 不但
成本高昂，更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危害。上海先科
化工有限公司开发的新型纳米级纯水性丙烯酸共
聚酯，恰恰填补了这一技术空白，从根本上开辟出
不借助过多有害助剂就能实现树脂下游产品各项
优异理化性能的技术。经国家科技成果评价机构鉴
定，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得由中国高科技
产业化研究会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证书》，一旦投
产，将有大规模运用价值。

此前， 先科化工已在上海市新材料协会牵头
下，与紫江集团下属多家工厂，围绕纳米级水性窄
分子涂料的应用，进行关键性信赖性指标的比对分
析，配方及工艺的确定，在纸张防爆墨、爆口、印刷
适性等核心技术上有了突破性改善。平台战略合作
方紫江集团透露，一旦新型水性涂料替代过去的溶
剂型涂料，不仅可为企业带来技术、品质和效率的
提升，还将大大降低挥发性有机物、碳排放，减少企
业环保治理成本。

此次成立的奉贤水性材料研发与转化功能性
平台，将主要采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
作模式，建立专业化运作机制，探索企业化管理模
式和合同式管理， 分阶段实现平台对外开放共享
创新能力和技术合作资源。上海市新材料协会、奉
贤区科委、杭州湾经济开发区也将集聚优势力量，

为企业提供产业政策引领， 知识产权保护及专业
化、协同化的“店小二”服务，创新资本供给，优化
功能配置，着力打造产学研一体的产业生态圈。上
海市经信委方面表示， 该平台是奉贤主动把握新
材料发展机遇， 在新材料创新体系建设上的一个
新突破， 有望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示
范性功能型平台。

记者获悉，在奉贤主导的“1+1+X”产业体系
中，新材料产业是奉贤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阵
地，对奉贤打造先进制造业承载区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向天空要空间成建筑领域发展方向，上海“天际线”生长速度加快

“浦西第一高楼”徐家汇中心成功筑底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 通讯员 章华平

王颖） 在建的徐家汇中心刷新一项施工纪
录———经过 48 个小时的连续混凝土浇筑，徐
家汇中心主楼于昨晨成功“筑底”，创造上海房
屋建筑中最深基础大体积底板浇筑新纪录。

徐家汇中心建成后高达 370 米， 将取代
320米高的白玉兰广场，成为“浦西第一高楼”。

开挖基坑比上海中心更深
这项新纪录，与徐家汇中心施工中开挖的

深基坑有关。上海建工徐家汇中心项目常务副
总指挥孔莉莉说，徐家汇中心规划建设 6层地
下室，开挖的基坑普遍达 32米，局部可达 37.2

米，相当于在地下建造 12层高的楼房，比上海
中心大厦还要深一层。

超深基坑带来许多施工难点：一方面，上
海是软土地基，基坑越深，土质条件越恶劣，

变形位移会越大，越容易影响周边环境；另一
方面，徐家汇地区开发较早，地下管线复杂，

且存在 3 条轨道交通线路，施工“牵一发而动
全身”。

由于主楼基坑很深，司空见惯的混凝土底
板浇筑，反而成了一道技术难题。一次性浇筑 6

米厚、2.7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很难保证受热均
匀。若受热不均会产生裂缝，影响建筑质量。为
确保安全，技术人员采用 BIM技术和独创的基
坑自动监控系统，在计算机中提前把“挖坑”过
程预演一遍，科学预测基坑变形速度、程度，然
后优化施工方案。

超高层建筑要内涵式发展
白玉兰广场竣工才两年半，“浦西第一高

楼”之称就将被取代。上海“天际线”生长速度
加快。据统计，浦西目前共有 3 座超过 300 米

的超高层建筑。除白玉兰广场、徐家汇中心，还
有一座是竣工多年的上海世茂广场， 高度达
333米（含楼顶天线长度）。浦东的“天际线”更
高。坐落于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以 632 米
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 中国第一高楼。在

它身边，还有高 420.5米的金茂大厦、高 492米
的环球金融中心。

天际线不断生长的背后，是我国超高层建
造核心技术的创新发展。早在 2016年，上海建
设者就拥有了承建千米级超高层建筑的能力。

当时，由上海建工集团承担的“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项目“千米级超高层建造整体钢平
台模架及输送泵装备研发与示范”课题，就通
过专家验收，形成技术储备。

为超高层“比身高”，成为一些建筑爱好者
津津乐道的事情。 专家表示，“向天空要空间”

成了建筑领域的一种发展方向， 国内外大量城
市涌现出超高层建筑。 这是因为一些城市土地
资源严重紧缺，建造超高层对用地紧张、追求效
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来说，是适用的。以上海
中心大厦为例， 它的建筑面积是 58万平方米，

比外滩一线所有建筑面积之和还要大， 但它的
占地面积仅 2万平方米。

但建造超高层不是为了 “比身高”。“超高
层建筑不仅仅要刷新高度，还要走内涵式发展
式道路。”上海建工集团总工程师龚剑说。

所谓内涵式发展，就包括人性化考虑和节
能环保。在上海中心大厦工作的许多白领，闲暇
之余会到被称作“空中花园”和“城市广场”的中
庭休憩。工程团队首创“垂直城市”超高层模式，

为大厦设计了 9个“垂直社区”和 21个“空中花
园”。 它还是世界上最高的绿色超高层建筑，是
世界上唯一一栋超过 400 米的双认证绿色建
筑，能耗比同类建筑减少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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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在单位充电，司机须早上骑电瓶车到单位开车，下班停车充电，再骑电瓶车回家

■本报记者 毛锦伟

■本报记者 毛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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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

8K超高清电视、曲面屏电视、

物联网智能家居设备……昨
天，上海科技馆与中国电子视
像行业协会联合策划的“我的
未来生活—I LIFE” 展示活动
在上海科技馆 B1 层开幕，旨
在让公众了解电子视像领域
的前沿科技进展，体验最新技
术与产品，激发青少年对科技
的兴趣和对未来的思索。展览
将持续至 7月 26日。

展厅入口装有人脸识别
门禁系统，观众在排队进入时
即可体验。第一个区域被布置
成客厅样式， 展示 8K超高清
电视、曲面屏电视、AIoT（人工
智能物联网）家居环境等智能
设备，让观众感受智能设备带
来的未来家居生活。

与目前市场上的高清电视
相比，8K超高清电视的画质更
清晰亮丽，使人身临其境。据介
绍，5G 商用给 4K、8K 视频产
业发展带来“风口”。工信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今年 2月联合印发 《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年）》， 提出将按
“4K 先行、兼顾 8K”的总体技
术路线， 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
产业和相关领域应用。

在显示新应用展示区，摆
放着人工智能触控投影、柔性
电子书、 柔性显示水杯等设
备。这种新一代显示器不仅更
轻薄、能耗低、发光率好，而且
可以做到弯曲， 用于曲屏电
视、曲屏手机等产品。在影音体验厅，观众通过一套
完整的高科技影音系统，可体验新技术带来的画质
与音质提升。互动体验区是整个展厅中最热闹的区
域，观众能在一些设备上进行操作，展示 3D成像、

全息成像、空气成像、VR（虚拟现实）等炫酷效果。

体验区里还有无人机编程体验展项，不少观众在那
里通过一个容易上手的软件进行编程，即可在显示
屏上看到无人机试飞效果。

展示活动期间， 除了精彩展品和互动体验，由
业内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还将与观众分享“显示技术
的分类”“OLED显示的原理”“全息显示如何实现”

等话题，并进行操作演示。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显示产业制造基地和前沿消费市场。产业界还
在着力布局 8K超高清、 柔性和印刷显示、 激光显
示、全息显示等新一代显示技术。不久的将来，我们
将进入智能显示唱主角的时代。

观众体验AR博物馆技术。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