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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步廊东延伸段9月底投用
届时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步行至国家会展中心只需10分钟

本报讯 （记者陈惟）连接虹桥商务

区核心区与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的二

层步廊东延伸段工程进展顺利， 记者昨

天获悉， 该工程目前已实现全线主体结

构贯通， 计划 9 月底交付使用。

二层步廊东延伸段是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重要配套项目，建成后将

把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与虹桥商务区

通过空中走廊连成一片，实现客流双向

流动。 东延伸段总长 504 米，建成投用

后，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步行至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仅需约 10 分钟。 二层步

廊东延伸段除了行人步行功能外，还将

作为虹桥商务区重要观景平台，并具备

应急交通 、弱电 、通信 、绿化植物 、喷雾

等设施功能。 届时，步廊可与周边建筑

和公共空间相结合 ， 丰富城市景观层

次、使空间形式多元化。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开发建设处相关

负责人史永亮表示， 二层步廊东延伸段

项目于今年 3 月开工 ， 时间紧 、 任务

重。 二层步廊跨越铁路、 河流、 高架，

面临的环境复杂 ， 能施工的空间较为

有限 ， 施工难度大 ； 交叉作业中 ， 还

需要处理好包括交通组织 、 河流防台

防汛 、 地铁安全运行 、 架空线入地等

一系列工作。

此外 ， 二层步廊灯光工程也是国

家会展中心 （上海 ） 主题灯光秀和虹

桥商务区灯光整体布局的重要连接部

分。 灯光效果将集中体现 “七彩聚虹、

梦想筑桥 ” 主题 ， 跨新角浦两岸廊道

部分灯光和跨河桥梁灯光将融为一体，

向市民呈现廊转灯回 、 虹卧绿波 、 飞

鸟振翅的瑰丽光影。

“鹦
鹉
螺
”照
亮
探
索
科
技
前
沿
之
路

我
国
大
陆
首
台
第
三
代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装
置
—
——
上
海
光
源
，每
年
供
光

运
行
约
五
千
五
百
小
时
，迄
今
服
务
用
户
超
过
两
万

2009年4月底，我国大陆首台

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

源竣工。

近十年来， 在这个坐落在浦

东张江张衡路239号的巨大鹦鹉

螺式建筑里，一束束高能量、高质

量的同步辐射光为我国科学家和

企业照亮探索世界科技前沿之

路。 如今，围绕上海光源，一个接

一个大科学装置在张江拔地而

起，形成高密度的大科学装置群，

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新地标。

起步于空白 ，15年
心血立国之重器

到今年， 上海光源已运行开

放近十年， 每年供光运行约5500

小时， 用户供光期间开机率可达

到99%， 处于同类装置的国际先

进水平。

这个项目缘起于上世纪90年

代。 当时，中国尚处于对国际科研

热点的跟踪阶段， 要实现从跟踪

到迎头赶上，建造能够证实、实现

科学思想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

大科学装置， 至关重要。 1993年

底，丁大钊、方守贤、冼鼎昌三位院

士向中央建议在我国建设一台第

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和地方共

同投资兴建的大科学装置， 上海

光源得到了上海市强有力的支

持， 最终促成第三代光源落户上

海。 上海光源由中国科学院和上

海市共建，14.3亿元资金，52个月

工期，历经约15年的优化设计、预

制研究和工程建设， 于2009年正

式建成。当时，英国《自然》杂志发

文表示： 中国加入世界级同步辐

射俱乐部。

上海光源的投入使用，立刻改

变了我国必须依靠国外同步辐射

装置开展科学研究的局面。尤其在

结构生物学领域， 上海光源支撑

科学家在膜蛋白、蛋白质复合物，以及与禽流感、艾滋病、手足口

病等流行病毒相关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研究中， 取得了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果。 因此，上海光源工程荣获2012年度“上

海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2013年度“国家科学进步奖一等奖”。

运行近十年，亮点成果频出

首批七条光束线站向用户开放近十年， 上海光源已是我国

迄今为止建成的用户最多的大科学装置和多学科研究平台。

数据显示，在上海光源的支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研

究机构、医院和企业等近500家单位的两万多个用户已发表论文

4000多篇，其中SCI-1区论文约1200篇，在《自然》《科学》《细胞》

三种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8篇， 经这里解析的蛋白质结

构数已连续四年在全球130多个生物大分子线站中名列第一。多

项成果分别入选美国《科学》“十大科学突破”、欧洲《物理世界》

十大突破、 美国物理学会标志性进展、 美国化学会十大科研成

果，另有六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四项入选中国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

这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中， 包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丁洪

小组首次观测到外尔费米子的特征性现象表面费米弧、 清华大

学颜宁研究组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

结构及工作机理研究、 清华大学施一公研究组完成的转录激活

样效应蛋白特异性识别DNA的结构机理研究、 中国疾控中心高

福研究团队率先揭示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跨种传播机制与

H7N9感染人传播机制……

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科学服务，上海光源形成了一套高效、

完善的大科学装置管理制度。作为“科学家的工具”，光源团队还

持续进行线站实验方法学研究与光源关键技术发展， 现在加速

器、波荡器等产品已出口韩国、以色列等国。

大科学装置群崛起张江

如今，上海光源二期16条光束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预

计到2021年，上海光源将有近40条光束线站向用户开放。 而围绕上

海光源，一座座大科学装置不断兴建，世界级大科学装置群在张江

崛起，成为上海迈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创新引擎。

在上海光源附近， 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正在安

装和调试，超强超短激光装置正冲击10拍瓦世界纪录，硬X射线

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已立项开建， 一个世界级光子科学中心

初具雏形。 围绕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活

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等大科学装置正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

科研利器。

同时，基于大科学装置群而发展集聚的高端医疗、新材料研

发、核心高端装备等产业正在迅速壮大，上海光源对产业的提升

作用也在日渐凸显。目前，已有57家企业利用上海光源进行技术

开发，涉及行业包括制药、化工、技术鉴定等。

未来， 上海光子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每年可汇聚来自世界

各地的上万名科学家，他们将基于上海光源开展各项前沿研究。

实验大厅、专业实验室、食堂、咖啡吧，将随处都可能碰撞出学科

交融的火花。

上海优化慢行交通设施服务水平
提升道路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城市运行有序安全舒适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从市路

政部门获悉， 近日起本市将对道路人行道

逐步开展整治更新， 着力提升道路设施精

细化管理水平 ， 保障城市运行有序 、 安

全、 舒适。

这次整治针对外环以内主次干路、 人

流集散区、 风貌区、 商业区及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周边、 中心城区支路以及郊区

中心镇、 近郊重点街镇等重要区域， 通过

市区联动、 街镇参与的集中整治行动和长

效管理机制 ， 打造一批特色示范性的道

路。 尤其是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 周边区

域 ， 努力营造市民安全 、 畅通的出行环

境， 共同提高本市道路交通设施精细化管

理水平， 提升市民满意度。

就在昨天， 一场检验道路人行道养护

技能水平与实际操作能力， 展示养护职工

综合素质的人行道铺装大赛在国家会展中

心 （上海） 旁的北翟路进行。 比赛分为笔

试和技能操作， 其中笔试内容为人行道、

盲道、 树穴等铺筑、 维修和养护的基础知

识， 以 《道路人行道设计和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 《城市道路养护维修作业安全技术

规程》 等有关标准、 规范为依据； 技能操

作要求现场铺筑 6 平方米左右的人行道，

包含人行道板、 进口坡道、 盲道、 树穴等，

限时 45 分钟。

据悉， 今年 6 月起， 路政部门对道路人

行道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通过开展道路 （包

括井盖）、 人行道铺面、 人行道无障碍设施

三类专项整治 ， 努力解决本市道路路面破

损、 井盖高低不平、 人行道无序占用、 无障

碍设施设置不合理等城市管理问题。

道路人行道提升改造还将充分结合本市

近期开展的架空线入地 、 城市道路多杆合

一 、 进口博览会相关道路整治以及海绵城

市、 美丽街区创建工作。 据介绍， 今年 100

公里架空线入地工程施工后， 道路路面需要

重新修复， 路政部门将结合具体项目， 按照

标准规范对人行道进行相应的整治改造， 尽

量避免重复施工， 并从材质、 外形上逐步规

范人行道的铺装， 提升本市慢行交通设施的

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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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从源头到龙头管控水质
国际一流移动水质检测车10月进驻进口博览会供水保障指挥中心

一辆国际一流水平的移动水质监测

车，10 月下旬将进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供水保障指挥中心， 全力确保进口博

览会供水高质高效。 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

的上海供水行业保高峰迎进口博览会誓师

动员大会上获得的信息。

此外，完善预案并组织应急演练、9 月

前改造完成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周边薄弱

供水管网、 水质持续提标……多项进口博

览会供水保障重点任务一一落实， 进口博

览会供水保障临时党支部同时成立。

移动监测车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从昨天起，本市新启用一个国际一流

水平应急移动水质监测实验平台 ， 即移

动监测车，以增强水源水监测能力。 10 月

下旬 ， 这辆配备两台车载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 、 一台连续流动分析仪等最先进

仪器及远程传输系统的监测车 ， 将进驻

位于闵行区华漕镇的进口博览会供水保

障指挥中心。

据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赵

鉴介绍， 监测车可高效监测挥发性和半挥

发性有机物、挥发酚、氰化物等44项特征污

染物，车上便携式设备可监测20多项指标，

总体具备60多项应急监测能力， 完善了水

源水在线监测、 应急移动监测和实验室监

测的三级联动体系。 “以前，水源水监测要

经过取污染水样、 送实验室、 做实验等过

程，至少3小时才能出结果；这部监测车到

现场工作后，可缩减一半以上时间，并且在

现场可连续采样、实时监测监控，直到污染

影响消除，提升了应急响应能力。 ”

为迎接进口博览会， 申城将持续加强

监测各大水源地，其中，供应青浦、松江、金

山、 闵行和奉贤五个区用水的金泽水源地

将重点监测锑指标， 长江水源地重点关注

咸潮和氯化物指标， 同时确保进口博览会

期间供水水源、水厂设施设备、供水管网等安

全无隐患。 供水单位还将全力配合进口博览

会能源保障组， 提前专项检查涉会重要场所

的供水安全状况， 指导用水户排摸内部供水

设备，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饮用水水质地方标准计划10

月实施
记者还从誓师大会了解到， 《上海市饮

用水水质标准 》 计划于10月1日颁布实施 ，

这将是我国首部饮用水水质地方标准。 在参

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上海地方标准的水质

指标由106项增加至111项 ， 新增5项指标 ；

同时， 提标40项水质指标的限值要求。 随着

新标准的实行， 上海饮用水水质将得到较大

提升。

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主任朱慧峰介绍，

上海水质地方标准经过五年多研究、 一年多

时间编制 ， 监测指标数量更多 、 检测覆盖

面更广 。 “对标世界卫生组织 、 欧盟和美

国的饮用水水质标准 ， 在执行国家标准的

基础上自我加压再提标 ， 比如 ， 水体浑浊

度项目要求从1NTU降至0.5NTU， 菌落总数

指标从100CFU/mL降至50CFU/mL， 消毒副

产物的三卤甲烷从1.0减至0.5， 限值均降低

一半。” 不仅如此， 地方标准还增加在线监

测点和二次供水监测点布点要求 ， 补充二

次供水水质检验指标、 检验频率和考核合格

率等内容， 真正从源头到龙头管控水质， 倒

逼供水企业推进净化工艺改革， 提高饮用水

水质。

朱慧峰透露， 目前本市饮用水水质完全

符合国标， 经过前期复核和检验， 目前的水

质对标即将实施的地方标准可达到95%的合

格率， 总体满足要求。 “近年来， 本市已通

过水源地建设、 水厂工艺改造、 提升监管能

力、 动态监测等多种方式， 确保供水水质全

面达标 。 从今年10月1日实施地方标准后 ，

各项措施还将加码， 预计2019年底本市饮用

水水质可完全达到标准要求。”

二层步廊东延伸段建成后， 可实现客流双向流动。 （资料图片）

此生戍海终无悔
（上接第一版）一次，连续刮了１７天台风，岛上粮食吃完了，只剩下

半桶淡水。无奈之下，丈夫就带着王仕花在礁石上捡海螺充饥。等救

援人员上岛时，两个人已经３天没吃一口饭了。 环境的恶劣、生活的

艰苦从没磨灭过丈夫坚守孤岛的决心。升旗、巡岛、观天象、护航标、

写日志……每天早晨升旗后， 丈夫便带着她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一

次巡岛，在哨所观察室用高倍望远镜扫视海面，观察岛上自动测

风仪、测量仪是否正常。 晚上７时，丈夫再带她巡岛一遍。

傲骨铁汉亦有侠肠情怀。渔民晚上出海时，他们就亮起信号

灯；遇到雨雾冰雪天，他们就在岛上敲响盆子，提醒渔船绕道航

行；过往渔民缺粮少药，他们就拿出备用的粮食、药品赠送……

一次，一艘渔船被海浪打翻，５名船员落海，王继才发现后冒

着随时被卷入海里的危险，把落水船员一一救上岛。 还有一次，

台风“莫拉克”登陆时，一艘渔船在开山岛附近严重倾斜，随时都

可能沉没。王继才马上给相关部门汇报，并打电话呼叫一艘大型

船只赶来救援，及时将这艘渔船拖回了港湾。

在王仕花的眼中，丈夫有一颗此生戍海终无悔的侠肝义胆。 她

记得，３２年来丈夫仅两次离岛回家过春节。一次是母亲８０岁大寿，一

次是儿子考上大学那年。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王继才８０岁的老父亲病重住

院，昏迷中多次呼唤着王继才的名字。 可此时正值战备执勤的关

键时刻，丈夫根本走不开。 等执勤结束赶回家中，父亲已经离世。

王继才曾承诺，待女儿出嫁时，一定要回去为她办一场风风

光光的婚礼。结婚那天，女儿翘首以盼，可总是不见父亲的身影。

王继才隔着海，一遍遍抚摸着女儿的照片，想象着女儿做新娘的

样子，烟一支接一支地抽，酒一杯接一杯地喝。

第二天黎明，他擦干眼泪，照样升旗巡逻。

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据新华社南京８月９日电）

申城对标一流美术馆 提升艺术能见度
（上接第一版） 区一级文化局有了对接美术

馆的专管员 ，明确管理职责 ，也厘清管理路

径 ；申城美术馆版图再扩容 ，截至今年 6 月

底， 美术馆数量增至 89 家， 其中华山艺术

馆 、可美术馆 、嘉源海艺术中心等均为近期

新增。

一纸《办法 》的酝酿 ，是脚底
带着泥土历时一年多走出来的

申城美术馆蓬勃发展的生态， 令市文广

影视局将 《办法》 的制订早在两年前就提上

日程。

近年来 ，申城美术馆迎来的 “春天 ”，不

仅仅指美术馆数量的大幅上升———从 2012

年的 34 家到如今的 89 家，也包括美术馆技

术条件 、办展理念 、推广活动等方面予人的

惊喜，频频汇集国际艺坛的一线艺术家及其

作品。 不过，随着美术馆建设驶入“快车道”，

难免出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 引发市

文广影视局重视的，还有几年前文化部开展

第二次全国重点美术馆评估过程中的一个

小插曲。 当时国内有三家民营美术馆入围复

评，其中上海占了两家。 最终，这三家美术馆

却都因各种各样的不足，如藏品保管条件不

合规范、 私人藏品与美术馆藏品界限不清，

落选全国重点美术馆榜单。

一纸 《办法》 的酝酿， 不是空中楼阁，

而是到基层真找问题、 找真问题， 是脚底带

着泥土走出来的———自 2017 年起， 市文广

影视局就在全市范围内组织调查问卷 ， 10

月草拟 《办法》 初稿， 在今年全市大调研的

活动中， 又进一步修改完善 《办法》； 在此

过程中， 总共实地走访 37 家美术馆， 召开

各类专题座谈会 24 场， 回收调查问卷 1429

份， 其中来自美术馆的 89 份， 来自市民的

1340 份， 收集问题 63 个。

实地调研， 俯身倾听， 申城美术馆生态

热闹背后的隐忧一一浮现： 极个别美术馆没

有藏品， 只算得上美术展览馆 ； 不少美术

馆尽管有藏品 ， 但藏品属性不明确 、 资产

管理混乱等问题突出 ， 比如某些美术馆长

期展示的美术作品实际上是企业家的个人

藏品 ， 并不属于美术馆资产 ； 很多美术馆

面临专业人才的缺乏 ； 美术馆同质化现象

严重 ， 缺乏对自身与区域的定位 ； 资金困

扰着很多美术馆的运转， 有的美术馆打算举

办画廊作品展……

对于参观美术馆这件事， 广大市民普遍

关心的又是什么？ 大调研显示， 40%的受访

者想在家门口看展览、 逛美术馆， 呼唤登陆

社区文化中心 、 商场 、 学校 、 机场 、 高铁

站、 办公楼等地的美术馆巡展， 也呼唤美术

馆展览资源向郊区倾斜。 此外， 大众的迫切

需求还包括———希望美术馆多办亲子类公共

教育活动， 多提供文创产品。

最终， 《办法》 制订的过程也是解决问

题的过程。 截至 《办法》 出台， 此前收集的

问题已解决八成。 对于尚未解决的问题， 相

关方案还在继续研究中。

呼应大众需求的探索， 引领
着美术馆乃至城市文化的未来

美术馆能否真正成为城市与市民所需的

美的空间、 载体， 带来文化艺术上的优质服

务， 《办法》 对于美术馆行业做出的规范意

味深长。

什么是美术馆？ 不是根据名字， 而是根

据内容、 功能、 性质， 核心不是 “叫什么”，

而是 “做什么”。 《办法》 首次对美术馆进

行了定性， 明确美术馆是为公众提供文化内

容的公益性机构， 非营利性是美术馆的基本

属性。 由此， 一系列困扰业界已久的疑问迎

刃而解。 比如， 《办法》 指出， 藏品是美术

馆的立馆之本， 没有藏品的机构谈不上是美

术馆。 对于藏品的这一规定， 将美术馆与展

览馆区分开来。 又如， 《办法》 强调， 美术

馆不得从事艺术作品原作的商业经营活动。

这将美术馆与画廊做了清晰界定， 对那些在

展厅内明码标价出售艺术品、 将公益事业与

消费市场混为一谈的所谓美术馆亮出 “红

牌”。 对照 《办法》， 全市美术馆名录将定期

向社会公告。

值得一提的是， 《办法》 对标 《全国重

点美术馆评估办法》 以及世界一流美术馆，

给申城的美术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

鼓励美术馆根据自身特点、 条件， 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 开展形式多样、 生动活泼的社会

教育和服务活动； 鼓励美术馆建设数字美术

馆、 设立艺术图书馆和艺术档案室、 开发文

化创意产品。 这些建议呼应的是美术馆建设

由硬件转向软件建设的实际情况， 也是大众

的文化需求。

《办法》的出台，只是一个开始。 聚焦《办

法》，市文广影视局组织的专题培训正在各区

展开。别看“鼓励美术馆建立与自身学术定位

相关的收藏体系”在《办法》中只有一句话。它

试图扭转的， 是长久以来美术馆以收藏高价

作品为荣的收藏观念。 《办法》建议的收藏观

是“适合”。比如，对一家以近现代海派艺术为

学术定位的美术馆而言， 一件小型的刘海粟

素描作品比一件巨幅的毕加索作品更为有意

义，因为它可以填补收藏空白，完善自身收藏

体系，利于学术研究。 专家指出，我们到国外

的美术馆参观，常常直奔镇馆之宝。 其实，这

些镇馆之宝的价值是通过各馆的研究而产

生，藏在作品背后的是它的学术价值。 所以，

美术馆与其花重金四处寻宝， 不如加大对现

有藏品的研究力度，讲好藏品背后的故事，打

造出自己的镇馆之宝。

记者也获悉， 市文广影视局还将在 《办

法》 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好的经验， 创造好

的机制， 探索新的方案， 继续助力上海美术

馆事业的健康繁荣发展。 其中， 一系列相关

举措正在或即将推行： 美术馆专业人才培训

成长计划已经启动， 今年重点加强策展人培

养， 未来还将围绕藏品管理制度、 推动文创

产品开发等方面展开培训 ； “1+16” 市民

美术馆共享计划预计下月推出， 联动全市美

术馆举办展览、 导览、 讲座、 主题公共教育

活动， 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百万市民； “把

美术馆带回家” 计划正在酝酿， 将完善文化

云美术馆板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