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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徐妍斐

昨天 18 时 44 分，迎来“雨

水”节气。 这也是“七九”的第六

天，已经是“七九河开，八九雁

来”的时节。 尽管乍暖还寒，气温

变幻， 但已让人无比期待春天。

从具体天气来看， 虽然昨天依然

寒冷，今晨气温也继续处在低位，

但从今天白天开始， 申城将开启

“暴力升温之旅”。本周末及下周

一，本市天气晴暖，恍然有初春之

感。

一般来说，上海在“雨水”节

气中会表现出“雨水增多、雨日增

加、气温回升”的特点。“雨水”节

气上海常年平均气温为 7.2℃，平

均降水量为 43.8 毫米， 平均雨日

6.1 天。 不过，申城最近却处在比

较干燥的环境中。 以昨天傍晚来

看， 部分区域的相对湿度不足

20%，其中包括大约一半的市区。

昨天本市天气晴好， 早间气

温较低，市区最低 1.5℃，大部分

郊区最低气温在冰点以下； 白天

全市最高气温大多只有 8℃、9℃

附近。

今天虽然最低气温和昨日是

“半斤八两”， 但最高气温比较

强。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今天依

旧维持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早晨

受辐射降温影响， 气温继续处在

低位， 市区在 2℃左右， 郊区在

-2℃到零度，有薄冰。 不过，在偏

南风的吹拂下， 白天气温迅速回

升，最高气温可达 16℃上下，比昨

天高出有 7℃、8℃。

这意味着今日温差将达 14℃

之多，“一天两季”的感觉较强。

周末会比今天更暖。 在最高

气温继续冲高的同时， 最低气温

也将大幅攀升， 彻底告别此次冷

空气带来的寒凉。

预计直到 21 日，上海都处在

一个回暖的状态里，升温明显，雨

水难觅。 其中，20、21日的最高气

温可以攀升至 22℃、23℃附近，

将会创出 2021年以来气温新高。

22 日后期至 26 日， 上海云

系增多，弱降水频繁打扰，气温又

会下滑。 不过，降幅有限，最低气

温在 8℃-12℃之间，最高气温在

12℃-15℃附近。

另外，2021 年的首个台风出

现了，而且会来我国的南海。 今年

第 1号台风“杜鹃”于昨天下午在

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强度为热带

风暴级（8级，18 米 / 秒），下午 2

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

南方约 1460公里的洋面上。

预计 “杜鹃” 将以每小时

5-10 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

动， 逐渐向菲律宾东南部沿海靠

近，强度逐渐增强，将于 20 日夜

间登陆菲律宾东南部沿海 （强热

带风暴级，10 级，25-28m/s），之

后穿过菲律宾中南部， 可能于 22

日白天移入南海东部， 后期强度

趋于减弱。

晨报记者 郁文艳

记者从铁路上海站获悉，昨天，

铁路上海站（含上海火车站、虹桥

火车站， 上海南站等） 发送旅客 8

万人次， 计划增加 11列旅客列车，

预测达到人数 24万人次。春运 1月

28日开始以来，至 2 月 17 日，已经

累计发送旅客 211.71 万，日均发送

10.08 万人次。 其中，节前 15 天日

均发送旅客 12.09 万人次， 节后 6

天日均发送旅客仅 5.06万人次。 此

外， 长三角春节假期旅客发送量为

406.8万人次，同比增长 10%（去年

同期处于疫情较为严重阶段）。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介绍， 春节 7 天长假期间（2

月 11 日至 2 月 17 日）， 长三角

铁路日均发送旅客 58.1 万，其中

最高峰日 2 月 17 日（大年初六）

发送旅客 109.5 万 ， 同比增长

68.7%。 从客流结构来看，406.8

万客发量中， 发送长途旅客 51.5

万、同比减少 48.3%，发送短途旅

客 355.1 万、 同比增长 31.4% ；

动车组发送旅客 353.8 万， 同比

增长 35.7%。

数据显示， 受疫情的影响，

长途客流恢复明显低于短途客

流；同时由于连镇高铁 、盐通高

铁、徐连高铁 、合安高铁等新线

客流的带动，动车组客发量进一

步增加。

据统计， 从 1 月 28 日至 2 月

17日春运 21 天， 长三角铁路累计

发送旅客 1435.9 万人次，日均发送

68.4 万； 其中节前 15 天发送旅客

1074 万、日均发送 71.6 万，节后 6

天发送旅客 361.9 万、 日均发送

60.3万。

根据大数据分析， 预计春节假

期结束后， 长三角铁路客流将呈现

出平稳回升的态势， 昨日长三角铁

路发送旅客 115万， 创下春运以来

单日客发量最高纪录。

同时，铁路部门计划增开北京、

厦门、南昌、西安等长途方向旅客列

车 18 列，增开徐州、蚌埠、合肥、芜

湖、安庆、阜阳等节后重点地区至沪

宁杭及浙江沿海方向短途旅客列车

42列，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春运以来，长三角铁路扩大验

检合一实施范围，140 个 “验检合

一”车站实行实名制验证作业与检

票作业合并，旅客进行安检后即可

进入候车区， 在检票口完成验证、

检票作业，减少进站排队等待时间

和刷证次数；141 个客运站候车室

建成投用 12306 旅客服务中心，45

个车站推广座椅扶手扫码充电服

务，19 个客运站打造敞开式售票服

务中心； 杭州东站在出站口投入 8

台身份自证一体机，也叫“健康码

ETC”，实现“人、证、码”三合一核

验，服务老年旅客、无码旅客快速

出站；上海虹桥站、合肥南站等 50

个车站设置了 289 台安检口快递

柜，旅客扫码寄件就可将限带品快

递回家。

此外，铁路部门还做好候车、旅

行中的防疫宣传引导。 车站和列车

上通过广播、 显示屏等开展健康旅

行知识宣传和普及, 做好聚集性风

险提示，引导旅客养成扫码、测温、

戴口罩、少聚集、勤洗手、用公筷等

健康生活习惯。

记者 荣思嘉

晨报讯 目前， 本市部分高

架道路在每日 7 时至 20 时 （周

六、 周日和全体公民放假日除

外），禁止悬挂外省市机动车号牌

的小客车、 使用临时行驶车号牌

的小客车、 未载客的出租小客车

及实习期驾驶员驾驶的小客车通

行。 因为春节长假调休，本周六是

工作日， 但 “外牌高架限行”和

“公交专用道限行”皆不实施。

上海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

驶员：违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

调整本市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

施的通告》规定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执法

管理上采取民警现场执法和电

子警察非现场执法相结合的方

式。

对于在限行区域外围或周边

道路“掐点”等候的车辆，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也将进行严格管

理，依法予以处罚。

在限行时段前已驶入城市快

速路（高架道路）的，应在限行时

段开始前驶离城市快速路 （高架

道路），若未能及时驶离的，应在

最近一个出口驶出。

同时需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注

意的是，2021 年五一小长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起，每日 7 时至 10

时、16 时至 19 时，内环内地面道

路（不含边界道路）禁止悬挂外

省市机动车号牌的小客车通行

（周六、周日和全体公民放假日除

外），届时市公安局将另行发布通

告。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

期，本市高速通行与往年相比发生

了大变化。 据市交通委指挥中心监

测， 今年春节假期 （除夕至年初

五） 高速公路出沪车辆 56.87 万

辆、入沪 61.33 万辆，较 2019 年分

别下降近 5 成 (46.36%)、 近 2 成

(18.26%)。

今年春节假期高速通行有以下

特点：各高速省界出入沪流量明显

下降，市内高速及郊野景区周边车

流量上升明显。 今年春节假期(除

夕至年初五)， 本市高速公路总流

量为 502.18 万辆次， 较 2019 年

459.69 万辆次相比上升近 1 成

(9.24%)。

据分析， 一部分原本打算自驾

离沪的旅客， 今年纷纷选择就地过

春节， 而假期间市内郊野景区就成

了大家互动娱乐的好去处。 另一方

面，今年春节期间天气总体晴好，气

温也比较适宜， 本地市民近郊游出

行热情一如既往高涨。

从 11 日至 16 日 (大年三十至

年初五)收集到的数据来看，春节期

间拥堵道口主要集中在： 往崇明方

向以及古镇、 购物商圈附近的高速

道口， 像 G1503 绕城高速高东入

口、G50 沪渝高速嘉松中路出口以

及朱枫出口。

年初一，G1503 绕城高速高东

收费站入口就开始出现了车辆排

队现象，最长拥堵距离达到了 6 公

里，且一直持续到中午前后。

相较以往初六、 初七才出现的

回程高峰，今年 2 月 14 日(初三)就

开始陆续显现。像 G40沪陕高速市

区方向长江隧道和长江大桥在 15

日初四返程车流一度拥堵达到了

23公里， 直至夜间 22时 30 分，道

路才恢复正常通行。

交通部门提醒：还在返沪途中

的市民， 开车前要保证充足的睡

眠。 长途自驾回程的旅客，适当时

可以在高速服务区进行调整、休

息，切勿疲劳驾驶，影响行车安全。

春节出沪车辆同比2019年降近5成
入沪车辆下降近 2成 市内高速及郊野景区周边车流量上升明显

春节假期长三角铁路

发送旅客突破 400万人次
节后客流将呈现平稳回升态势

23℃！ 申城周末“暴力升温”

今天“一日两季”，昼夜温差多达 14℃

本周六高架不限行外牌车辆

冷空气带来的寒凉即将暂告段落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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