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
菁）上海中心气象台昨日发
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这也
是今年首个台风预警信号 。
已经升格为超强台风的 “利
奇马” 正气势汹汹地向浙江
中北部而来， 其登陆点可能
离上海更近， 将给申城带来
更大风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利奇
马”将于 10 日白天登陆我国
浙江中北部沿海， 登陆时强
度将为台风或强台风级（13-
15 级），但也可能沿浙江近岸
海面北上。 无疑将是今年以
来登陆或影响我国最强的台

风，台湾、浙江、上海、江苏、山
东等地将会出现强风暴雨。

据气象专家介绍， 台风
“利奇马” 具有登陆强度强、
风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影

响范围广等特点。 此外，“利
奇马”未来登陆我国后，也并
不会深入内陆，强度减弱，比
较有利于维持台风环流 ，一
路北上预计会给我国带来长

时间风雨影响。
受 “利奇马 ”影响 ，今天

开始本市有明显的风雨天

气。风力方面，9 至 11 日陆地
最大阵风 8 至 10 级，长江口
区西部和沿江沿海地区 10
至 11 级 ， 长江口区东部 11
至 12 级，洋山港区和上海市
沿海海面阵风 12 至 14 级 ；
11 日夜里起风力逐渐减小 。
此外， 今天白天开始本市将
出现分散性阵雨， 夜里起降
水明显。强降水主要集中在 9
日夜里到 11 日上午，雨量可
达暴雨，局地大暴雨，11 日中
午开始降水减弱。

全楼居民翘首以盼

“昨晚这台电梯开始试运
行，我真的是高兴得彻夜难眠！ ”
家住 6 楼的刘阿姨告诉记者，她
已经 72 岁了， 虽然每日上下楼
梯已成习惯，但随着年纪增长愈
发有些力不从心。 去年，她不慎
骨折， 这下进出就更加不便了。
“从医院回来， 轮椅都推到一楼
了，就是没法上来，无奈之下只
好喊救护车帮忙。 ”刘阿姨说，那
时她就想着，如果这栋楼能有电
梯就好了。

在 39 号楼， 几乎每家每户
都有 60 岁的老人，而光 80 岁以
上的老人就有 12 位。 去年 6 月
起， 居民们正式采取了行动：一
次次召开座谈会、 准备电梯资
料、制定计划、上报有关部门。 72
岁的发起人沈锦章见证了这段

艰辛历程。打开他的手机可以看
到 ，2000 多张施工过程的照片
记录了这部电梯的诞生。

“电梯特别稳， 停顿时没有
任何颠簸的感觉，你坐过了伐？ ”
现在有了候梯厅，感觉整栋楼都
敞亮了，空间也大了。现场，居民
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电力部门伸援手解难题

其实，39 号楼的加梯梦，差
点因为一根电线杆而夭折。

原来，电梯井道旁边的一根
电线杆处在施工区域附近，若直
接施工可能导致线路问题，若移
动电线杆则需要居民另行承担

十几万的费用。
电梯基坑已挖，却又要多出

来一笔费用，要如何分摊，居民
是否同意，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
桂杨园居民区党总支的面前。街
道加梯办与居民区党总支一起

找到市北供电公司说明情况。后
者则前后多次派专业人员前往

小区现场勘查，最终，得出了“可
以进行保护性施工”的建议。

在不移位的情况下，电力部
门对原有电路进行绝缘保护，并
使架空线与施工脚手架安全隔

离，在施工中安排专职用电安全
员进行现场把控，这一难题得到
妥善解决。

为加装电梯保驾护航

桂巷新村的加装电梯解决

了， 其他楼栋的工程呢 ？ 以后

再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处理？ 曹
杨辖区共有 5 台电梯加装工程
竣工投入使用， 4 台电梯正在施
工之中。 而在推进加梯工程中，
他们发现， 因老社区的复杂性，
架空线的复杂、 地下管道的错
综给予工程带来很多的困难。

加梯办再次与市北供电公

司商议， 党建联建的主意两方
一拍即合。 曹杨新村街道社会
组织联合党支部 （加装电梯指
导办公室） 与中共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营销部

（农电工作部、 客户服务中心）
第二支部委员会正式签订共建

协议。 由街道加梯办负责排摸
社区内有意愿加装电梯的楼幢，
搭建与加梯楼幢居民沟通协调

的平台， 市北供电公司充分利
用自身资源和专业特长， 对拟
加装电梯楼幢安排党员志愿者

一对一结对， 提供电路调整优
化方案 ， 专业人员现场指导 ，
并进行安全用电的宣传指导。

正是有了这样强有力的安

全保障， 桂巷新村 39 号楼组实
现了太阳能光伏发电加装电梯

这一创新技术的可能性。 据悉，
一旦太阳能光伏发电投入使用，
将有望减少后续电费支出。

电费支出大幅降低 售后老公房难题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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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 罗菁 叶佳琦

洋山港所有客运船舶
均已撤离码头

上海首台太阳能电梯加装成功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 通讯员 韩帅）受台风影
响， 洋山港附近水域风力将
达到 10-12 级， 阵风将达到
12-14 级。截至昨日 15 时，上
海海事局所属洋山港海事局

发布各类提醒信息 5997 条，
现场船舶抗风宣传 202 艘
次， 辖区内所有水上水下施
工船舶已撤离施工水域 ；所
有客运船舶均已撤离码头，到
安全水域避风；港内油污水船
舶、内支线船舶、小型油轮等
船舶也在有序撤离码头。

为保障洋山辖区水上船

舶通航安全， 上海海事局密
切关注辖区气象变化， 根据
船舶抗风等级科学制定船舶

撤离计划。及时通过 VHF、短

信平台、 微信群等手段多渠
道播发台风预警信息， 提醒
辖区港航企业、 船舶做好防
台工作， 并通知进港避风的
抛锚船舶加强锚泊值班。 利
用电子围栏预警服务系统等

先进技术手段， 强化对警戒
区、东海大桥、南支灯船等重
点水域船舶的信息提醒。

执法人员进行不间断的

现场巡查和宣传，督促码头、
宕口、 水下水上施工单位及
早采取防台抗台措施， 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 督促辖区作
业船舶按照避风计划及时选

择安全水域避风， 提醒出港
船舶加强系固绑扎； 对各个
渡口加强巡查力度， 严防小
渔船非法载客的情况发生。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包璐影）为迎战台风“利奇
马”， 上海城投正多举措积极
做好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
动向和市防办发出的预警信

号，严格根据预案规定，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切实加
强台风影响期间领导带班应

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制定
好值班计划。 要求相关单位领
导和责任人保持手机 24 小时
开机，严格执行信息的“首报、
续报、终报”，保证信息畅通。

上海城投正全面开展防

汛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工作 ，
加强对防汛泵站和干线重要

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全方位
检查泵机、闸门、拍门等影响

运行的设备， 重点检查泵站
格栅、变配电、开关、压力井、
泵站内防汛墙等薄弱环节 。
强化防范高空坠物风险 ，重
点关注并强化在建工程的查

险排险，落实应急抢险措施，
按照预警预案，扎实做好危险
区域人员转移避险等工作。 特
别聚焦浦东、奉贤、金山等沿海
重点地区，聚焦隧道、桥梁、重
大工程等关键设施，聚焦低洼
地段、广告牌、空调外机、老旧
住房、建设工地等薄弱环节。

同时 ，11 支排水应急队
伍进入临战状态，提前做好应
急抢险准备；组织落实好应急
抢险队伍和抢险力量的配备，
确保能够及时投入应急抢险。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
露） 昨日， 微信支付正式发布
《2019“智慧 36 行 ”行业发展报
告》。 《报告》显示，上海在火车购
票、餐饮点餐、电子发票的应用
程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上海用户普遍偏爱铁路出

行方式， 在铁路出行活跃城市
TOP10 排名中位列第二； 上海
也是微信支付餐饮解决方案落

地最多的城市之一，智慧餐饮活
跃城市排名第三，仅次于北京与

广州，同时上海也是扫码点餐的
“深度用户”，排名扫码点餐活跃
城市 TOP10 第二位；另外，在全
国发票覆盖活跃省份的排名中，
上海也名列前三。

《报告》 对享受着智慧生活
的用户进行了细致刻画：已经是
社会“中流砥柱”的 80 后更加追
求生活品质，平时最爱用零售类
小程序和刷脸支付 “买买买”，
“有车一族” 使用微信智慧停车
的比例为 40%，约 38.5%的 80 后

用户喜欢享受智慧出游服务；喜
欢用微信电子发票 “随手开票”
的占 38%。

90 后是扫码点餐最活跃的
用户群体，使用二维码乘坐公交
地铁的用户中有 39.6%是 90 后；
90 后也是外卖消费的绝对主
力，在点外卖时使用微信支付买
单的用户中， 有 37.5%是 90 后；
最喜欢使用共享充电宝的用户

群体也是 90 后， 约占活跃用户
的 47%。

11支排水应急队伍
进入临战状态

上海发布今年
首个台风预警

超强“利奇马”将带来更大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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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为扫码点餐“深度用户”

责任编辑 赵思宇
美术编辑 江 奕

上 下楼梯，是居民出行的“第一步”，也是回家的“最后一

步”，看似小事，却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密切相关。

昨天，普陀区桂巷新村39号楼的居民们终于坐上了期盼已久

的电梯。据悉，这栋房龄已有35年的售后老公房，从最初只有

一张1:500地形图起步，最终建成了上海首台太阳能光伏发电

加装电梯投入并网运行。据透露，一旦太阳能光伏发电投入使

用，将有望减少后续电费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