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江上第13座越江大桥进入
主梁安装阶段

昆阳路大桥有望明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黄浦江上第 13座越
江大桥———昆阳路越江大桥前天进入主梁安装
阶段。目前，大桥建设进展已过半，有望明年基本
建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艘 700吨级起重船、4

台 200吨级桥面吊机的相互配合下，主桥主塔南
北侧首轮两节水上主梁成功吊装到位。隧道股份
路桥集团昆阳路越江工程项目经理吴骏表示，首
轮主梁安装完成后， 后续 32个主梁节段将逐步
安装，并同步完成斜拉索安装，使大桥桥面逐步
向两岸延伸。

在上海 13座黄浦江越江大桥中， 昆阳路越
江大桥造型颇为别致，属独塔斜拉桥。大桥主塔
高 136米， 形似钻石。 目前， 主塔标高已达 113

米，塔身矗立江中，有望年内封顶。

引桥段建设正在进行中，南岸引桥进入上部
结构小箱梁安装阶段，北岸引桥已完成全部下部
结构施工。作为首个在引桥段应用预制拼装工艺
的黄浦江大桥，昆阳路越江工程南北引桥共使用
双节双根立柱 60根，最高为 23.15米，刷新上海
预制拼装立柱高度新纪录。

预计明年建成后，昆阳路大桥将成为继奉浦
大桥、闵浦大桥、闵浦二桥、虹梅南路隧道、轨道
交通 5号线南延伸段后， 穿越黄浦江的又一通
道，更好地满足闵行、奉贤等地区居民过江出行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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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蕾）

市交通委、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昨天联合发布《关
于扩大国三标准柴油货运
机动车限制通行范围的通
告》， 同时市生态环境局等
七部门印发了《上海市鼓励
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
实施办法》。

明年扩大限行范围
《通告》决定在本市行

政区域内对国三标准柴油
货车扩大实施限制通行措
施：自 2020年 4 月 1 日起，

全天禁止国三标准柴油货
车（不含国三标准柴油冷藏
车和已加装尾气净化装置
的国三标准柴油集装箱运
输车辆）在本市 S20 外环高
速以内的道路上 （不含 S20

外环高速及其高架段投影
下的地面道路）行驶。S20外
环高速包括 S20 外环高速
与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在
外环隧道至五洲大道的共
线段。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
起，全天禁止国三标准柴油
冷藏车和已加装尾气净化
装置的国三标准柴油集装
箱运输车辆在本市 S20 外
环高速以内的道路上行驶。

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
起，全天禁止国三标准柴油
货车在 G1503 上海绕城高
速范围以内的道路上 （含
G1503上海绕城高速及其高
架段投影下的地面道路）行
驶。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包
括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与
同济路高架共线段和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与 S20 外环
高速共线段。

据介绍， 由于国三标准柴油车发动机功率
大，是本市机动车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的主
要来源。截至去年底，全市在册国三标准柴油
货车 12 万辆，占机动车总量2.9%，但其排放的
氮氧化物、 颗粒物分别占机动车排放总量的
30%、46%。

实施差别化补贴
本市高度重视高污染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

治理工作，积极推进黄标车、老旧车等高污染机
动车提前淘汰。2015年，为加快推进国三标准柴
油货车淘汰， 本市率先实施国三标准柴油货车
限行措施，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调减中环以
内区域国三标准柴油货车的通行时间， 仅允许
凌晨 1 时至 6 时的 5 个小时通行， 其余时段限
制通行。2020年起，本市将通过逐步扩大国三标
准柴油货车限行范围， 适当提高柴油货车提前
报废的补贴标准，加快淘汰国三标准柴油货车，

争取在 2022年基本完成淘汰。

根据市生态环境局等七部门 《关于发布<上
海市鼓励国三柴油车提前报废补贴实施办法>的
通知》，为鼓励国三标准柴油车提前淘汰，本市将
对提前淘汰的国三标准柴油车根据车型、投放时
间不同给予差别化补贴。对微型、轻型和中型柴
油货车补贴 0.3—3.9 万元/辆、 重型货车补贴
2.2—6.8万元/辆、 集卡补贴 3.8—11.6 万元/辆、

柴油客车补贴 1.3—10万元/辆。具体补贴实施办
法可在市生态环境局官方网站查询。

10座大型立体绿雕作品和30多个家庭庭院亮相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

市民把“生态花园家”搬进园艺展
本报讯 （记者 裘雯涵）在 2021年第十

届中国花博会倒计时 600天之际，“上海森林
绿雕园艺展”暨“生态花园家·最美庭院展”于
昨天起在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展出，10座
大型立体绿雕作品和 30多个家庭庭院美景
亮相。 造型各异的绿雕作品与森林自然美景
相映成趣，给市民游客带来视觉盛宴。

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园艺主题
走进东平国家森林公园，一座名为“梦·

远方”的绿雕作品吸引不少游客。远远望去，

一列绿色的列车正从远方驶来，车身披着五
彩花朵组成的“彩虹”。在列车左侧，一家三
口正携手看向列车，“小女孩”手中和身边的
棒棒糖也营造出甜蜜而梦幻的空间。

“崇明真是大不一样了。”从宝山赶来崇
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游玩的李阿姨迫不及
待地与“绿色”列车合影，她说，上次来公园
已是 6 年前，当时公园里虽绿意盎然，但花
卉较少。如今的公园更漂亮了，观光车沿途
还布置了许多绿雕作品，十分贴心。

公园深处，一件别致的绿雕作品吸引了
所有人目光，远看是高低起伏的山峦，近看
则成了一艘浮于水上的小船。 不仅如此，在
整个绿雕造景中， 还点缀有小桥、 帆船、瀑
布，流水潺潺，别有意境。作品名为“沧瀛之
舟”，主造型来自崇明岛的形状，周围水源环
绕，寓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通过悬浮赋予绿雕“舟”的概念。另一座“礼
献花博”绿雕作品十分应景，作品用绿植来
表现“花朵”，打造出花束、飘带、蝴蝶雕塑等
多种元素。

记者注意到， 此次绿雕园艺展的 10件
参赛作品以“花香森林·演绎精彩幸福生活”

为主题，均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花
博会、崇明生态岛等元素设计。沧瀛之舟、蝶
恋花、花开盛世、花开中国梦、放飞中国梦、

华韵盛世、锦绣山河、礼献花博、梦远方、蟹
乐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园艺主题，将面向
社会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展览。

成为市民展示美好生活的窗口
除大型绿雕作品外， 公园中还展出 30

多个迷你型庭院。活动发掘了一大批热爱园
艺的市民，他们设计园艺主题、布置园艺小
品，把自己的“生态花园家”理念带进东平国
家森林公园。

“我用废钢筋、废塑料桶做了个小型‘中

国馆’。”来自崇明区竖新镇的陆振昌说，他平
时就喜欢做手工、侍弄花草。这次参展，他将家
里的“边角料”漆上红漆，搭建成 2010 年上海
世博会中国馆造型。“好多游客都说很喜欢，有
人还问我怎么制作的，我特别开心。” 陆振昌
说， 今后他将带动更多人打理好自家庭院，为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作贡献。

据上海崇明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宋汉明介绍， 绿雕园艺展也是为 2021年
举办花博会进行探索，为今后更多绿化建设积
累经验。部分参加本次绿雕展的企业也可能成
为花博会园区建设的生力军。此外，崇明区有
大批热爱园艺的市民，此次活动也成为他们展
示美好生活的窗口。

今日看点围绕新中国成立70周年、花博会、生态岛等元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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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文创·七宝老街店”开业，打造具有展示交易性质的文创产品平台

千余种优秀文创让游客在沪“买全球”
本报讯 （记者 黄勇娣）小笼包茶叶盒、上海

路牌冰箱贴、红楼梦大观园书签、大英博物馆刘
易斯黄金贴……昨天上午，“海上文创·七宝老街
店”在七宝老街钟楼广场开业，店内集合了中国
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
院在内的 78家文博文物单位和文创企业的千余
种优秀文创产品，让游客不仅能“买上海”，还能
“买全球”。

红色、海派、江南文化汇聚
在七宝老街钟楼广场，一座三层楼高的四方

亭子内，古色古香的“海上文创·七宝老街店”吸
引游客驻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汇聚
于此。大红色的展台最显眼，初心笔记本、红色钢
笔、中共一大代表“起点”浮雕笔筒、石库门 U盘、

中国共产党章程字帖……这些红色文创产品摆

放在写字台一样的展示区，左侧还挂着不同
时期的入党誓词，颇像一位党员的书桌。

七宝老街店是“海上文创”品牌在上海
开设的第二家实体店。“海上文创”不单是一
家文创店，还是个“永不落幕的文创产品博
览交易平台”， 面向国内重点文化文物单位
的文创精品，打造具有展示交易性质的文创
产品平台，集聚上海文化文物单位丰富的版
权资源，促进版权交易。“海上文创”首店于
今年 7月在中华艺术宫开业，获得良好的社
会反馈和评价。

相比于首店，第二家店时隔 2个月落地，

品种比首店更丰富。比如，新添了不少盲盒，

有阿狸、罗小黑、长草颜文字君……都是年轻
人的最爱。今年是人类登月 50周年，围绕这
一主题引入不少航空系列文创产品， 包括风

云四号卫星、C919大型客机、“墨子号” 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等相关文创周边产品。 依托七宝古
镇深厚历史文脉开发的塘桥香插、七件宝拼图、

七宝古镇纸雕灯、 朱炳仁铜等多种七宝古镇文
创产品，也将亮相文创店。

将在景点重点商圈开专卖店
当天开业的还有“海上文创·东方明珠店”。

除了实体店，“海上文创”快闪店、花车也在上海
旅游节期间亮相世博源、邮轮码头、豫园。接下
来，实体店还将拓展到上海中心、迪士尼旅游度
假区、 武康大楼、 上海科技馆等游客密集的地
方，并将在旅游景点、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等开
设专卖店或代售点，推进文商旅深度融合。

七宝镇是闵行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核
心区域。在这里，既有以文化传媒产业为重心

的七宝生态商务区，还有市级文创园区“麦可将
文创园”和“七宝老街民俗文化产业基地”。“七宝
老街民俗文化产业基地”以艺术业、时尚创意业、

休闲娱乐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园区 2018年总营
收 1.39亿元，创造税收 1011万元。新开业的“海
上文创·七宝老街店”，正是“七宝老街民俗文化
产业基地”的标志性项目。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逐步成长为闵行区经
济增长中的新亮点和新动能。2018年， 闵行区文
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50.84亿元， 同比增长
10.1%，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12.5%。闵行区将文
化创意产业列为全区“4+4”重点产业之一，先后
出台了 “闵行文创 20条”“闵行文创三年行动计
划”“闵行特色文创园区认定管理办法”“闵行文
创扶持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构建起系统的闵
行文创政策矩阵。

市民游客在绿雕作品“梦·远方”前拍照留念。 （资料）

前天，大桥开始吊装主梁。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