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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交警日均接警量上升

抛锚、自燃、碰擦……炎炎夏日，车辆最容易“歇脚”

2019上海旅游节9月14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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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个秋天 ， 上海旅
游节与你相约。 昨日， 2019 年上
海旅游节组委会上传出消息 ，
2019 年上海旅游节定于 9 月 14
日至 10 月 6 日举行 ， 为期 23
天， 本届旅游节的活动将设七大
板块， 共计 100 项互动活动。

据悉， 本次旅游节以 “走进
美好与欢乐” 主题， 积极落实文
旅融合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国家战略， 对标世界一流 、
追求最高品质 ， 用好用足上海
“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 江南文
化” 的宝贵资源， 全力打响 “上
海服务、 上海制造、 上海购物 、
上海文化” 四大品牌， 使上海旅
游节成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 生
动讲好上海故事的平台。

其中， 最受瞩目的旅游节开
幕式暨开幕大巡游将于 9 月 14
日晚七点半在淮海中路举行。 活
动主题为 “辉煌 70 年 ， 美好与
欢乐”。 主要由来自世界 25 个国

家和地区的 33 支表演团队 、 25
辆主题花车参加， 营造 “盛世同
庆” 的主题气氛， 集中展现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的伟大成就 ， 生
动展示上海改革开放 “勇立潮
头” 的辉煌成果和人民群众追求
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

此外， “乐游浦江” “阅读
上海” “邮轮旅游” 等升级版系
列活动 ， 将打造 “世界级旅游
精品 ” 。 今年旅游节将聚焦黄
浦江滨水空间 ， 推出外滩-陆
家嘴-北外滩等三地水路联动

旅游新产品 ， 优化黄浦江游览
线路 ， 包括精华线 、 世博线 、
吴淞线 、 崇明线等四线 ， 增加
浦江游览产品的人文元素 ； 开
展 “寻找滨江最美笑脸” 摄影活
动 ； 举办 “2019 上海城市空间
艺术季” 等展示黄浦江游览的系
列活动。

记者还了解到， 今年旅游节
期间将推广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等一批广受市民游客欢迎的 “休
闲好去处”， 丰富市民游客的文
旅体验。 提升 “建筑可阅读” 品

质， 整合优秀历史建筑以及博物
馆 、 科技馆 、 美术馆等文化资
源， 加大 “建筑可阅读” 文化深
度、 覆盖广度。 至目前， 本市已
完成了 584 处优秀历史建筑、 名
人故居的二维码铭牌设置工作 。
下一步， 将逐步扩大 “建筑可阅
读 ” 可参观资源 ， 在外滩区域
（包括第二排建筑） 开放更多的
可预约参观建筑资源， 通过在中
国旅游日、 国家博物馆日等特殊
纪念日全天开放历史建筑， 让更
多的市民游客进外滩建筑参观。

日前，巴士四公司重
庆南路修理车间迎来了

喷淋降温装置， 这是今
年久事集团工会实事工

程之一。 往年高温季，车
间修理场内温度高达

40-45℃，今年安装完喷
淋降温装置后， 真真切
切地给职工送去了高温

福利。
图为巴士修理厂喷

淋现场。
■劳动报记者
贡俊祺 摄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

菁） 上海昨日最高气温居然没
有超过 35℃。 上海中心气象台
当天发布的消息显示， 申城最
高温度只有 34.4℃， 甚至比前
一天还要“凉快”。

事实上， 申城昨日一早 10
时左右就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

预警信号， 而这也是本市连续
两天发布该预警。 气温虽然“起
点”高，可恰巧遇上了中午前后

的一场强对流，最终热力不再。
由于水汽条件比较好 ，加

上高空中少数冷气的加持 ，雨
水午后从天而降， 对申城局部
进行“精准打击”。 申城随后发
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浦东北部、
崇明 、松江、青浦、闵行、嘉定 、
宝山等地都出现了降雨。 浦东
还加发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
雨量达到 80.7mm，已是暴雨量
级。

局部降水虽然把不少市民

淋成了 “落汤鸡 ”，但也是一剂
解暑良药。 尽管雨后体感闷热，
犹如蒸笼， 还是有效遏制了升
温的步伐， 徐家汇站最高气温
止步于 34.4℃， 并没有冲破高
温线。

今天的天气格局与昨日类

似，申城处于副热带高压北缘，
气温上升迅速， 最高气温将达
36℃-37℃，高温预警“三连黄”

是板上钉钉了， 就看能不能出
现今夏的第一个高温橙色预

警， 午后到上半夜局部有阵雨
或雷雨。 后天降水条件更成熟，
降水范围会扩大， 强度也有所
加强， 市民出行要注意携带雨
具， 小心短时强降水造成的路
面积水、雷电等灾害。 本周六开
始，午后的阵雨也将消失，每天
艳阳高挂，高温笼罩，请市民做
好防暑降温准备，迎战酷暑。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炎炎夏日，连轿车都变
得脾气“火爆”起来，一不当心，
就开始“歇脚”。 记者从交警部
门了解到，随着气温升高，车辆
因为抛锚、自燃、碰擦事故而产
生的情况也明显增加， 高架交
警日均相关接警量比此前翻了

一倍。 需要提醒的是，在夏季中
午的 12 时至午后 14 时， 是车
辆最容易发生突发状况的时间

段。
连日来申城气温节节攀

升， 前天更是迎来了首个高温
日，达到了 36.3℃。 随之而来的
报警电话也多了起来，其中，与
车辆突然 “歇脚 ”，或发生碰擦
事故有关的比例有所增加。

临近中午， 高架民警就接

到一起求助电话， 在汶水路立
交发生了一起中巴车抛锚情

况。 高架交警迅速出警处置，周
边交通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据交警介绍， 随着盛夏高
温天气日益增多， 车辆特别容
易“歇脚”。 “抛锚、自燃、碰擦事
故发生的情况明显增加。” 高架
交警浦佳慧告诉记者， 仅昨天
一个上午， 高架支队管辖范围
内就接处警了 5 起相关报警 。
而一天相关的接警量也基本在

10 起左右， 与此前气温凉爽的
时间相比， 数量差不多翻了一
倍。

一天之中， 什么时间段最
容易发生突发状况呢？ 浦佳慧
总结了一下相关规律： 夏季中
午的 12 时至午后 14 时， 是车

辆最容易发生突发状况的时间

段。 他告诉记者，这个时段里，
车辆的水箱水温比较高， 车内
温度也高， 车子就特别容易出
现各种情况。 “不仅如此，这个
时间里，司机也会犯困，所以车
子碰擦事故也有所上升。 ”浦佳
慧说。

同时， 夏天是汽车比较容
易爆胎的季节。 暴晒后的公路
路面温度常常在 70℃以上，长
时间在炎热天气行驶的汽车 ，
有损伤或存在薄弱处的轮胎很

容易因胎压过高导致爆胎或者

快速磨损。 据权威部门统计，在
高速公路上的交通事故中，10%
是由于轮胎故障引起的， 而其
中爆胎一项就占轮胎故障引发

事故总量的 70%以上。 而且汽

车时速如果超过 160km/h，瞬
间爆胎，死亡率是 100%。

那么， 针对这些问题有什
么防范妙招吗？ 有着多年处置
经验的浦佳慧总结出了三点 。
发车前先 “绕 ”，司机夏季在开
车前可以先绕车子转一圈 ，看
看车轮胎有没有小包鼓起 ，裂
缝等情况， 这些症状都是容易
爆胎的前兆 ；启动前先“开”，在
车子发动之前可以先打开车辆

的车门，让车厢保持通风状态，
使得原本闷在里面的热气快速

散去和降温；发动后“看”，车辆
启动时， 司机切勿立刻踩油门
发车， 而是应该先观察一下仪
表盘， 确认车辆水温仪表数值
是否正常， 判断水箱水温是否
过高。

昨日气温居然没破 35℃

今仍是 37℃ 申城高温预警“三连黄”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 参加了今年 6 月上
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的同学们注意

了！市教育考试院说，2019
年 6 月上海市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评卷 、
成绩统计和校核工作已经

完成。 合格性考试成绩分
“合格”、“不合格”两类。今
天 14∶00 起，考生可访问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招
考 热 线 ” 网 站 （www.
shmeea.edu.cn）查询成绩 。
如对成绩有疑问， 可于 7
月 26 日上午 10∶00 至下午
16 ∶00 通过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www.shmeea.edu.cn）， 申
请成绩复核。

今天 14 ∶00 开通成绩
查询通道。 考生可访问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海招
考 热 线 ” 网 站 （www.
shmeea.edu.cn， 进入首页
“成绩查询 ”栏目 ）或东方
网 （www.eastday.com），输
入本人学业水平考试准考

证上的 12 位数报名号和
密码 （报名时所填考生证
件号码最后不含字母的 6
位数字），查询本人在今年
5 月 11 日参加的技能操作
测试、6 月 28 日至 30 日参
加的合格考科目成绩。

查询结果中,“/” 表示
未报考该科目考试或未获

得该科目有效成绩 ， “Q”
表示该科目考试缺考。 成
绩查询通道将于 9 月 6 日
16∶00 关闭。 考试成绩以收
到的成绩单为准。

考生若对自己的成绩

有疑问，可于 7 月 26 日上
午 10 ∶00 至下午 16 ∶00 通
过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上
海招考热线” 网站（www.
shmeea.edu.cn）首页 “成绩
查询” 栏目， 申请成绩复
核。 每位考生只能申请一
次成绩复核。 成绩复核主
要核查成绩处理各环节有

无差错。 复核结果仅向考
生提供所复核科目是否合

格，不重新评卷，不予查阅
答卷。

考生可于 7 月 29 日
12 ∶00 以后再次登录该网
站查看成绩复核结果。

沪今年 6月
高中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成绩

今起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