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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灿都”影响，浦东部分蔬果大棚受损。 □曹路农投公司供图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吕嫱 石明明）记者从上海机

场边检站获悉，昨天 14时 52分，由美国经停韩国、搭载 63名旅

客的AA127航班顺利抵达。随着国际（地区）航班逐渐恢复，口

岸通关正在“重启”。

据悉，昨天14时起，浦东机场口岸部分进出港国际航班逐步

恢复起降。为防止因台风延误或取消的航班，在短时间内集中出

入境，造成口岸限定区域秩序混乱，上海机场边检站第一时间启

动保安全、保畅通应急预案。各级领导靠前指挥，民警、文职全员

上岗通宵值守。同时，加强与口岸联防联控单位和航空公司联

系，随时掌握航班动态，为应对旅客集中出入境留足提前量。此

外，面对口岸疫情防控、极端天气口岸通关带来的双重压力，上海

机场边检站将现有执勤民警分成若干单元，根据航班预报动态调

整T1、T2航站楼、S1卫星厅等区域警力，同时开设绿色通道，为

因台风天气滞留和迟到旅客提供必要的通关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尽管仍有风雨影响，但地铁、

铁路、民航、长途汽车已逐渐恢复，尽可能减少对交通出行需求

带来的影响。

昨天上午，随着风力逐步减弱，当天11时起，停运线路逐步

恢复，其中5号线、磁浮线最先恢复，此后2号线东延伸、16号线、

浦江线等也恢复运营服务。张江有轨电车1路和临港中运量1号
线也分别于昨天11点和12点恢复运营。

此次多条线路长时间停运，也给公交应急保障提出了挑战。

据悉，9月12日深夜11:40接交通委工作指令，浦东公交公司第一

时间启动轨交突发事件应急保障预案，各直属企业响应及时，派

车赶赴轨交2号线、16号线等相关站点应急待命，并根据客流情

况及时调整运能。截至昨天12:00，浦东公交最高备车140辆，出

动接驳车辆138辆次，发送班次191个，疏散乘客7950人次。

为应对“灿都”，长三角铁路在9月13日启动了防汛防台一级

响应，实施大面积停运。为尽快恢复运行秩序，铁路部门决定昨

天零时起，长三角铁路除金山铁路外，各线路全部恢复行车，停运

旅客列车将逐步恢复运行，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切实保障旅

客安全出行需要。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记者从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获悉，随着台风“灿都”在上海

强度的减弱，并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度假

区将按原计划于 2021年 9月 15日（周三）

恢复运营。9月 15日，上海迪士尼乐园的

运营时间为10:00-20:30，迪士尼小镇的运

营时间为 10:00-21:00。星愿公园仍暂时

关闭。

度假区表示，将继续密切监测天气状

况，如运营时间有进一步变化，会尽快通知

游客。如遇不良天气状况，部分户外景点

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昨天中

午，今年第 14号台风“灿都”的影响

逐渐减弱，临港新片区 3.4万余名在

台风来临前安置的人员开始陆续转

移，仅用时两小时就完成了回撤，力

求最快时间完成复工复产的准备工

作。

昨天 12时，上海中心气象台将

台风橙色预警信号更新为台风黄色

预警信号，市防汛指挥部决定同步

将全市防汛防台Ⅱ级响应行动更新

为Ⅲ级响应行动。随后，临港新片

区防汛指挥部即刻组织相关成员单

位，对台风期间安置的人员进行转

移。据统计，此次台风期间新片区

范围内 442个建设项目涉及转移安

置人员共计 3.4 万余人。主城区设

置高校安置点 3个（海洋大学、电机

学院、建桥学院）、企业安置点 3 个

（港城广场、港政大厦、新元南路 600
号），转移安置人数达 16426人。快

速、有序、安全地转移安置人员返回

项目单位，成为临港新片区防汛指

挥部在台风离境后面临的首要考

验。据新片区防汛指挥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凭借“烟花”期间总结出的

转移安置工作经验，此次安置点的

选择从单纯地依托高校转变成高校

与企业相结合的模式，最大程度上

发挥了就近安置的优势。因此，此

次转移从接到指令开始，总计只用

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6个安置点的

人员转移、安置点消杀等一系列工

作。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经

过近五个小时在大风大雨中的

奋战，位于惠南镇西门居委的一

处闲置工地简易宿舍在多部门

协作下完全拆除，安全隐患得以

消除。在迎战“灿都”的过程中，

有温度的“惠南结界”全力保障

着百姓安全。

9月 13日傍晚 5点 30分，西

门居委一名工作人员在巡逻中

发现，辖区内一闲置建筑工地

内，有一间二层简易宿舍在大风

大雨中破损，屋顶多块彩钢板已

被吹落，情况十分危险。镇防汛

办接到这一突发险情后，第一时

间向防汛分管领导汇报，镇防汛

指挥部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指

挥部相关负责人带领工地所在

的文源社区、镇五违办、稳定办、

安监所、城运应急中心、社区联

勤联动站等各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在十分钟内赶到现场，在实地

勘察并了解情况。“经过多部门

现场会诊，我们认为该宿舍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需要立即拆除。”

惠南镇城运中心书记副主任、防

汛办常务副主任袁军告诉记者。

于是，各职能部门开始调派

人手，开展应急抢险工作。经过

三个多小时紧张作业，到晚上10
点10分，整个简易宿舍被全部拆

除，所有垃圾也完成清运。“在大

风大雨中施工，难度更大，我们

在确保现场工作人员安全的情

况下，以最快速度完成作业，彻

底消除这个安全隐患。”袁军说。

据悉，台风“灿都”影响期

间，惠南镇多部门组成的应急队

伍化身“结界”，24小时全天候保

障居民安全。截至昨天 11 时，

惠南镇累计处置突发险情近 40
起，包括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小

区积水等情况，共出动应急抢险

队伍624人次。

据悉，在惠南镇党委前期的

周密部署下，台风期间镇内各职

能部门严阵以待，确保各项防御

措施落实到位。而镇内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无惧风雨、闻“汛”而

动，也全力以赴奋战在防汛抗台

第一线，用一场场有速度、有温度

的“战斗”，为全镇百姓筑起了坚

实的“惠南结界”，确保城市正常

运行。

本报讯（记者 章磊）台风

“灿都”带来的大风大雨仍在持

续影响上海，尤其对农业生产造

成不小的损害。在曹路镇农业

园区的种植基地，尽管已经提前

做好了相应的预防措施，仍有部

分蔬果大棚受灾，并且不少是继

台风“烟花”之后二次受灾。

昨天上午 10 点多，记者在

曹路农业园区的种植基地看到，

现场风势依然很大，提前经过加

固的大棚设施情况还算良好，但

仍有不少大棚损毁严重，破损的

薄膜到处都是，田垄里也有不少

积水。曹路农投公司园区负责

人曹怡告诉记者，台风“灿都”来

袭前，园区已经提前通知下属的

各家合作社，加固大棚、疏通明

沟。“我们这边风力较城区内更

大，尽管做了预防，但仍有不少

大棚受损。”

上海闽中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的部分大棚就在园区内。公

司负责人渠雯告诉记者，在上一

次台风“烟花”来袭时候，公司的

大棚就已经受灾严重，几乎全部

受损。目前，由于部分大棚种植

的蔬果并不需要覆膜，因此尚未

对大棚进行修复。

而在闽中公司的另一个绿

叶菜种植基地，情况更加不容乐

观。66 个大棚当中，有 20 个受

损，10个大棚内种植的绿叶菜遭

到水淹。“虽然我们在台风前进

行了抢收，但很多蔬菜还处于生

长期，还是造成了不小损失。”渠

雯说。

据她介绍，这 66 个大棚作

为绿叶菜保障基地，曾在“烟花”

台风中“全军覆没”，经过 8月的

紧急抢修，重新覆膜，然后抢收

抢种，没想到再次遭受“灿都”的

袭击。

根据天气预报，“灿都”还

将持续带来大风大雨天气。

这意味着，出于工作人员的安

全考虑，种植基地的大棚仍无

法得到及时抢修。“我们已经

告知各合作社和工作人员，首

先确保安全，在台风警报解除

之 后 再 考 虑 后 续 维 修 等 问

题。”曹怡说。

本报讯（记者 章磊）台风“灿都”影响本市期间，新区生态

环境局的各职能部门多方联动，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为防止出现积水内涝问题，新区生态环境局加强了泵闸联

动排涝。全区 24座水闸全力候潮排水，共运行 82闸次，累计

290 小时，排水 7985 万立方米；全区 72 座市政雨水泵站开泵

1122小时，排水 1156万立方米。与此同时，环卫条线也组织了

74 支应急保障队伍 (道保 62 支、公厕 12 支），上岗保洁人员

14594 人次，清理排水口 115364 个次，清扫易积水路段 128条

次，确保排水顺畅。

按照市防办的通知要求，新区生态环境局进一步加强一线

堤防、亲水平台全封闭巡查管理，劝离游客，避免发生意外。

500余名一线堤防外作业施工人员也已全部撤离至安全地带，

黄浦江亲水平台沿线相关商户实行封闭管理，确保不发生次生

灾害。为应对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新区绿化和林业部门提前

行动，林业站共出动人员 1880 人次，加固各类树木共计 7072
颗；绿化中心共出动队伍 325支，出动人员 4538人，加固树木

162棵，处理断枝933棵，保障交通通行不受影响。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连日来，除了一线的防汛人员，新区排

水所的72座区管防汛泵站也开足马力排水，确保道路畅通。

记者来到殷家浜雨水泵站看到，6台泵机全速运转。此外，

工作人员也加强了巡检巡视频次，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殷家浜

雨水泵站管理工徐凯华介绍，这两天，对设施设备的巡检频次

从平时的两到三次，增加到了7到8次，有时候甚至达到10次左

右，以确保设备都稳定、持续地运行。

据了解，9月12日台风预警发布以后，新区排水部门按照防

台防汛的应急响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人员到岗值守，指

导养护单位加强日常对排水设施的巡查养护。“我们加强了对

重点设备、设施，比如下立交，小区易积水点和道路易积水点的

检查、巡查频次；同时派驻移动泵车驻场，值守待命，发生险情

及时抢险处置。依托城市大脑泵站监管平台，实时掌握泵站运

行状态。”新区排水所防汛管理科科长杨超介绍。

截至昨天8时，72座区管防汛泵站总排水量1219万立方米，目

前所有区管防汛泵站基本上保持低水位运行。下一步区排水部门

将按照预警等级，加强人员值守和设施巡视，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台风“灿都”减弱降级

浦东机场口岸通关“重启”

地铁、铁路、长途汽车等
逐步恢复正常运行

新区生态环境局：

排水逾9000吨
清理排水口11万余次

确保道路畅通
72座泵站开足马力

风雨中紧急拆除破损宿舍消除隐患

惠南应急队伍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上海迪士尼乐园
今起恢复运营

大棚受损 蔬菜被淹

曹路农业园区继“烟花”后再受灾

■本报记者 陈烁

“灿都”已经逐渐远离，对上海

的影响也已减小。此前几天，作为

受台风冲击最为厉害的区域之一，

临港新片区绷紧了每一根弦，严阵

以待。尤其是作为防汛指挥“大本

营”的临港城运中心指挥大厅，夜夜

灯火通明，值守人员时刻“备战”，通

过城运中心这一“智慧大脑”应对台

风，使新片区在台风期间平稳度过。

临港是上海防汛防台的前哨阵

地，防汛防台工作一刻也不能放

松。9月 13日晚，记者来到临港城

运中心指挥大厅，在六楼的智慧监

控平台前，值守防汛的每个人都紧

盯着电脑屏幕上的台风实时路径

图，忙着安排落实各项工作。

经过台风“烟花”之后，此次临

港城运中心的“智慧大脑”又进行了

升级，功能更加强大。临港城运中

心智慧平台负责人林晨辉介绍，升

级后的平台切入了区城运中心 3.0
的平台，可以看到浦东新区各个街

镇的值守情况，包括台风的路径。

“还有就是我们的单兵系统，通

过 4G、5G的实时传输，可以和各个

安置点包括现场的一些抢险队伍进

行一个视频的实时连接。”林晨辉

说，“通过临港智眼视频发现的问

题，我们及时报送给相应的防汛处

置部门，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基

本上能控制在半小时内。”

台风来临时期，智慧平台大屏

上密密麻麻的信息不停显示，各个

学校、企业的临时安置点实时视频

也时刻不能掉线。负责信息报送的

南汇新城镇应急处总值班室副主任

方晓波坐在两台电脑前不敢有一丝

懈怠。方晓波说：“要把搜集的信息

编成一个短信一样的简报，通过市

区总值班室平台报上去。而且是半

个小时口头报，一个小时书面报，一

般都要持续几天几夜。”

记者获悉，基于临港新片区城

市运行中长期规划，围绕公共安全、

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建设、民

生服务“五维一体”的架构，已初步

完成“一屏观全域”城运平台的搭

建，完成基础数据库、视频资源、相

关业务系统的整合和接入，夯实平

台基础建设，并重点推进感知能力、

应用能力等场景开发。

其中一个应用场景即是应急管

理。通过整合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公共安全等领域，构建大应急、大安

全的综合性应急管理系统，进行实

时监测分析、完善预警告知、打通部

门联动，实现应急状态下及时响应、

顺畅指挥。这样基于智慧平台的应

急系统，在台风期间无疑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防汛办副主

任李俊昌表示，台风来临启动应急

响应后，新片区管委会和南汇新城

镇人民政府即统一落实部署人员，

按照 3-5 人一组，24 小时轮班值

守。“城运中心有 80多人，各支应急

队伍有700多人，正是在有效的智慧

平台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新片区

又一次经受住了台风的考验。”

据了解，在未来的应急响应中，

新片区还将进一步发挥城市运行指

挥平台作用，包括增加重点区域监

控点位覆盖，加快推进物联感知设

备覆盖，完善城市运行管理系统和

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城市运行治理

流程再造和管理创新等。

实时监测分析 完善预警告知 打通部门联动

临港“智慧大脑”平稳应对“灿都”考验

新片区安置人员两小时内有序回撤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面对台风“灿

都”带来的大风大雨，道路运输行业闻令而

动，加强设施设备巡查养护。浦东新区城

市道路管理事务中心管理的9座下立交没

有出现积水，保障了交通出行。

据了解，新区城道中心所辖共 9座下

立交，分别是东方路下立交、陆家嘴环路东

线下立交、陆家嘴环路西线下立交、银城中

路下立交复线、浦东南路下立交、银城中路

下立交、迎春路下立交、羽山路下立交、张

杨路人行地道。根据应急预案，新区城道

中心制定一立交一预案，加强汛期下立交

汛情预测，把应急抢险力量积极配置到防

汛能力和汛情矛盾突出的区域。并安排大

中修专项对 9座下立交进行工程性维修，

消除安全隐患，把防范措施落实到风雨到

来之前，避免了下立交成为区域水患的汇

积点和爆发点。

同时，根据《2021年浦东新区城市道路

管理事务中心防汛防台工作应急预案》，实

施“应急三联动”机制，做到信息联动、监控

共享、封交及时、险情处置到位。“应急三联

动”机制中涉及路政、公安、水务相关联系人

及联动流程在汛期前在泵站管理用房内上

墙，新区城道中心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发挥

信息化的优势，及时上报险情和处置措施。

向社会告知下立交道路封通信息应及时准

确，避免了信息错误、不畅等问题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从9月12日开始，主要负

责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养护任务的浦东道运

中心，出动应急抢险队伍人员 1400 多人

次，应急车辆近 300辆次，以及水泵、交通

路锥等设备，保证道路和下立交的通行。

此外，两港大道塘驰路东侧小路下立

交和浦东铁路新扬公路下立交（均位于临

港范围内）因积水而一度封闭，经过积极的

排水，14日上午已恢复通行。

一立交一预案
保障出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