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机场卫星厅昨起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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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运系统 24小时服务 新增 90个登机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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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浦东机场卫星
厅正式启用， 上海又迎来了航空
枢纽建设新的里程碑。 当天正值
浦东机场通航 20 周年，卫星厅的
启用，为 20 岁的浦东机场翻开了
“航站楼+卫星厅” 一体化运营模
式的新篇章。

坐上捷运去登机

浦东机场卫星厅为全球最大

单体远距离卫星厅，位于浦东机场
现有 T1、T2航站楼南侧，由两座相
连的 S1和 S2组成， 呈工字型，提
供出发候机、 到达及中转服务。启
用后，在浦东机场乘坐出发航班的
旅客， 仍在 T1 或 T2 主楼完成值
机、行李托运、出境手续、安全检查
等流程，如果手中的登机牌上登机
口带有字母“G”或“H”的旅客则将
成为卫星厅的首批“尝鲜者”。

旅客成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

“幸运儿”。“我一看登机口，G138，
印象中好像没看到过， 就循着标
识一路找了过来。” 成先生说，有
工作人员进行了及时引导， 示意
其要乘坐一趟捷运系统 。 “很方
便，捷运就像我们平时坐的地铁，
很快就到达了 S1 卫星厅。”

卫星厅的主要亮点就是捷运

系统， 其成为了 T1/T2 与 S1/S2
相衔接的交通工具。 捷运车站站
台长度 94.4 米， 站台层均位于航
站楼或卫星厅地下一层， 通过站
台公共区的自动扶梯及电梯与上

部出发层、到达层沟通，方便国内
外旅客的到港和离港。

昨天， 记者切身感受了一番
捷运系统的快捷。 在 T1 通往 S1
卫星厅的过程中， 相关标识无处
不在。 旅客可以在地面和与视线
平行的两侧都能轻松找到， 并随
着标识前往指定地点乘坐捷运。

“我们采用的是 24 小时全天
候运行模式，双线穿梭，站台左右
都可以有捷运车辆开行。”上海机
场建设指挥部捷运工程部部长张

悦告诉记者， 即使有一侧的捷运
系统发生故障， 另一侧也能及时
起到补充作用， 不会使旅客的正
常运输受到影响。

目前， 行车间隔时间小于 5
分钟，列车高时速 80 公里 ，单向
行程最快 2 分 30 秒 。“一共配置
了 7 列车， 可以满足航班高峰时
段的运行需求。” 张悦介绍，新建
成的捷运系统也是全球机场空侧

区域首个采用城市轨道交通钢轮

钢轨制式，共 4 节编组。

旅客中转更方便

对旅客而言，卫星厅启用后，
登机将变得更加便捷。S1 卫星厅
的中央中转大厅集中设置了国际

转国内、国际转国际、国内转国际
3 种中转流程，国内转国内可在国
内混流层同层中转， 将极大缩短
航班衔接时间， 为航空公司推出
更多中转产品提供了便利。

卫星厅内采用了国内先进的

可转换登机桥。 一般的登机桥只

有单一的一层， 而可转换登机桥
则有双层设置，集国内到达、国内
出发、国际到达、国际出发四个功
能于一体。 同一架飞机能在原地
完成国际、国内航班的切换，联程
飞行保障将大为简化。

昨天， 在 S1 的国内出发、到
达混流层里， 记者走进了一处可
转换登机桥一探究竟。 这个登机
口并非只有一个连廊， 这里可同
时满足 500 名旅客的登机需求 ，
能 够 很 好 地 为 现 役 最 大 机 型

A380 以 及 各 类 新 机 型 B787、
A350 的停靠提供服务。

“环绕中央核心区有 35 座三
层国际国内可灵活切换的登机

桥， 相比功能单一的登机桥每年
可多处理 700 万人次的旅客量 ，
提升了卫星厅的使用效能。”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总经理胡稚鸿告诉

记者，“新增 90 个登机桥位，将使
浦东机场航班靠桥率从 50%提升
至 90%以上。”

此外 ，S1 卫星厅的全自动行
李处理系统， 每小时处理行李高

达 5000 件，全面支持航空公司通
程航班“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
业务需求。

入驻老字号同城同价

目前，浦东机场 2 座航站楼加
上卫星厅，总面积超过 145万平方
米， 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8000 万
人次的运行需求， 旅客的人均候
机楼面积从 4 平米提升到了 7 平
米，旅客的空间体验更为宽适。

卫星厅商业面积共计 2.8 万
平方米，商业门店 159 个。餐饮兼
顾多层次需求，布局更加合理，引
入了不少上海老字号餐饮品牌 、
连锁餐饮品牌以及网红品牌 ，全
部实行同城同质同价。 卫星厅免
税商业面积近 1 万平方米， 受旅
客欢迎的免税香水化妆商品在卫

星厅免税店将实现品类全覆盖。
据悉， 浦东机场三期扩建工

程开工以来， 浦东机场目前已形
成了两座航站楼+1 座单体卫星
厅+4 条跑道的基础设施规模。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佳
琦） 以“足不出沪，乐游沪郊”为
主题的 2019 上海旅游节 “乡村
民宿体验周”昨天在金山嘴渔村
拉开帷幕。 启动仪式上，市文化
和旅游局对上海获得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的 6 个村进行了集
中授牌，并对 8 家五星级乡村民
宿进行了授牌。

据悉，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的为： 金山区山阳镇渔业
村、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崇明
区竖新镇仙桥村、闵行区浦江镇
革新村、 崇明区竖新镇前卫村、
嘉定区马陆镇大裕村。

记者了解到 ， 此次乡村民
宿等级评定工作于 8 月份启
动 ，经自愿申报 、各区初审 、专
家评定等环节， 共评选出五星

级乡村民宿 8 家、 四星级乡村
民宿 11 家、三星级乡村民宿 11
家。 通过乡村民宿等级评定工
作， 不断提升乡村民宿的品质
和服务。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市旅游
发展大会精神，市文化和旅游局
推出了 “建筑可阅读 ”“百万市
民看上海”“休闲好去处”等创新
性工作。 其中 2018 年首批市民
休闲好去处的发布，对推动“百
万市民看上海”活动的深入开展
及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近期，市文化和旅游局组织

开展了 2019 年第二批上海市民
休闲好去处评选， 共有 51 家获
评。此次的评选范围由原先的涉
农九区， 扩大到全市十六个区；

参选项目风格类型扩大，从仅针
对乡村风情，扩大到乡村、都市
兼收并蓄；参选项目内容范围扩
大，从仅针对旅游项目，扩大到
文化、旅游项目融合共进。

与此同时，市文化旅游局从
2019 年 上 半 年 发 布 的 79 家
《2019 年上海市民 “休闲好去
处”名录》中，根据休闲好去处的
四大维度评分，好中选好、优中
选优， 最终遴选出 2019 年上海
十佳乡村旅游优选地。通过上海
乡村旅游优选地和上海市民休

闲好去处的发布，推出一批有品
质、有文化、有生态、有服务的休
闲旅游资源，引导市民游客更好
地游览上海、了解上海，使旅游
惠及广大市民游客，不断提升获
得感和幸福感。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叶
佳琦）最高楼观景、最绚丽夜
色欣赏、 最繁华的都市风光
游览， 让上海万余名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切身体验

感受祖国壮丽 70 年的历史巨
变、跨越发展、时代新貌。为了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由
上海市双拥办指导， 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主办的 “万名优
抚对象看上海” 活动昨日启
动。 未来近 2 个月里，每天都
将有 300 余名优抚对象参与
活动， 饱览上海解放 70 年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

昨日下午 ， 首批参与
“看上海 ” 活动的优抚对象
来到上海中心观光厅 ，并观
看了 《上海城市天际线 》视
频 。 对比 1949 年前的上海

城市天际线和现今的区别 ，
他们不禁感慨城市天际线

70 年里快速增高 。
“从 1949 年上海有 83．8

米高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

店，到今天有全国第一、全球
第二高的 632 米上海中心大
厦， 在今昔对比的参观体验
中，我们感受 70 年发展成果，
充满幸福感、自豪感。”一位从
小就生活在浦东的优抚对象

向记者表示，他小时候看惯了
的那些小厂房一个也不见了，
摩天大厦像搭积木一样竖立

起来。
夜幕降临，优抚对象们纷

纷登上游轮， 观览黄浦江两
岸风景， 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留念， 都说要把美景分享给
亲友。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娜）昨天，以“普通话诵七十华
诞，规范字书爱国情怀”为主
题的第 22届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在华东师范大学拉开

帷幕。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各
行业系统将围绕本届推广普

通话周主题举行活动。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举办 22年来， 已成为推广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公众文
化素质、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
重要平台。

全国推普周领导小组组

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
宝生表示，在新形势下，要大
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
加强学校语言文字工作 ，努
力实现到 2020 年普通话基

本普及的目标； 要加大推普
脱贫攻坚力度， 充分发挥普
通话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的

重要作用； 要弘扬传承中华
优秀语言文化，让“文字活起
来”，引领全社会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写好 “方块字 ”，说好
普通话， 感悟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 为他们的人生打下
鲜亮的中国底色。

开幕式后，还举办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经典诵读展示活动， 邀请
方明、 殷之光等朗诵艺术家
以及上海市高校师生 、2019
年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参赛

选手代表对优秀语言文化进

行精彩演绎， 表达对祖国最
真挚的热爱和祝福。

日前， 上海公交巴士二公司会同闵行区消防救援支队在莘庄停车场举行公交车火灾应
急处置综合演练活动。该活动旨在全面提升公交车驾驶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增强职
工消防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 ■吴良荣摄影报道

上海旅游节乡村民宿体验周开幕
6个村30家民宿成功“上星”

万名优抚对象看上海巨变
活动为期两个月

写好方块字 说好普通话

全国推广普通话周启动

迎 70 周年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