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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配套道路全面建成

为保障花博会期间道路安全
通畅，上海城投实施了多个花博会
配套项目，积极疏通交通“毛细血
管”，完善崇明交通线网骨架。这些
配套工程包括崇明大道新建工程、
建设公路改扩建工程、北沿公路改
建工程、G40 公路陈海公路 D 匝道
整治工程、环岛防汛提标及景观道
一期工程和 G40 公路长兴岛服务
区改扩建等建设工程。

目前这五条道路和长兴岛服
务区升级改造已经全面建成。

崇明五条道路累计总里程 160
余公里，总投资 133.1亿元。陈海公
路、北沿公路、崇明大道、建设公路
是花博会 3 横 3 纵交通保障通道，
陈海公路、北沿公路、崇明大道作

为东西向通道， 承担上海市区、江
苏两个方向客流，建设公路作为南
北向通道，是串联陈海公路与北沿
公路的重要通道，加强了城桥镇区
与花博会的联系。 环岛景观道一期
作为沿江慢行观光绿道，串联南门
滨江、学宫、明珠湖、西沙湿地等景
区，为游客提供更多观光选择。

长兴岛服务区增设停车场

G40 沪陕高速是上海至江苏
北部重要通道，也是上海主城区至
崇明区的唯一高速通道，为保障花
博会期间该路段的运行平稳、安
全、有序，上海城投将长兴岛服务
区作为花博会重要交通配套设施
之一， 对长兴岛服务区进行了交
通、商业、旅游、运营管理等全方位
的提质升级改造。

作为上海市区至崇明岛方向
的唯一一个服务区，为缓解花博会
期间大客流、停车难、如厕难问题，
长兴岛东侧服务区增设了临时停
车场， 车位数从 49 个增加至 127
个，卫生间坑位从 32 个增加至 86
个。

作为 G40 高速外省市进入上
海市区的最后一个落脚点， 长兴岛
西侧服务区也是花博会主会场到上
海市区的加油站、休息点和中转站。
改造后的西侧服务区增设了停车位
及厕位， 车位数从 176 个增加至
248个，厕位从 32个增加至 91个。
同时提供高品质综合配套商业服
务，与区域旅游信息、票务联动，叠
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销售，打
造拥有智慧停车、智慧厕所、智能巡
更等 15 个智能模块的智慧服务
区。

一辆新车 一封战书
今年的上海车展上， 凯迪拉克

首款智能纯电概念车 LYRIQ 全球
首秀，拥有超高颜值，搭载超多新科
技的凯迪拉克 LYRIQ， 既是偶像
派，又是实力派。

外观方面， 凯迪拉克 LYRIQ
最大的亮点就是“黑水晶”式车头
设计，BLACK� CRYSTAL 黑晶光
曜格栅在视觉上极其大胆的打破了
车灯与格栅的界限， 独特的灯光编
排新颖时尚，当驾驶员靠近时，车灯
会从车头标识部分开始点亮， 随即
扩散至两端， 直至竖向的日间行车

灯上， 仪式感满满。 这是凯迪拉克
LYRIQ最独特、最具表现力的设计
元素之一。

内饰方面， 凯迪拉克 LYRIQ
最吸睛的要数那块 33 英寸的环幕
式超视网膜曲面屏， 覆盖了车内大
部分仪表区，视觉效果十分突出，同
时集成了导航、 娱乐系统、 灯光控
制、HUD抬头显示设定以及通用汽
车最新的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
驾驶系统等功能。据了解，这块全新
的显示屏拥有当今汽车行业最高的
像素密度， 可显示超过 10 亿种色
彩，是汽车行业其他任何车型的 64
倍，而且还可以分为三块区域，分别

显示不同的信息。
动力方面， 凯迪拉克 LYRIQ

搭载的 Ultium 平台的三电系统是
通用汽车多年研发的成果， 荟萃了
通用汽车最顶尖的科技技术， 是凯
迪拉克 LYRIQ 最核心的技术亮
点， 更是上汽通用汽车未来征战新
能源领域的最强王牌。LYRIQ不仅
仅是凯迪拉克品牌旗下的一款全新
车型， 更是一封上汽通用汽车向造
车新势力发出的一封战书。

一个平台 宣战未来
上汽通用汽车在业界一向以技

术著称，打造凯迪拉克 LYRIQ的全
新电动平台 Ultium 就是通用汽车
多年在电气化方面的经验和尖端科
技的荟萃。 在今年 1月份的 CES上
展出时，该平台被评价为“传统巨头
电气化的高水平”。与目前行业内流
行的电池方案不同是的，Ultium 平

台给出的电池方案不但灵活， 而且
智能、安全性也是首屈一指。

而 Ultium 平台之所以能够拥
有灵活、智能、安全三大优势，皆得
益于 wBMS 无线电池管理系统这
一项业内顶尖技术的运用。 这项技
术使得电池包减少了 90%的线束，
如此一来电池包内可利用的空间随
之增大， 这意味着能够装配更多的
电池组， 体积能量密度的增加将大
幅提升续航里程。

由于底层架构中没有过多的线
束参与， 使其具备了灵活的技术开
放性， 不仅电芯方案和电池布局实
现了灵活排布， 还实现了对单个模
组的替换和升级， 方便了电池后期
的养护和升级。据了解，Ultium�平
台在国内市场落地后， 会提供两种
不同电量的电芯来组成不同电量的
模组单元以及三种电池包， 这三种
电池包分别是 8 模组、10 模组和

12�模组三种形式， 同时电池包还
可以横置、 纵置或叠层排布在电池
托盘内， 而不同能量密度的电池包
配合三款电机，将组合出 7�种动力
和续航方案。 这意味着 Ultium 平
台的可扩展范围相当广泛， 不仅能
够覆盖轿车、SUV、MPV 等不同轴
距和尺寸的产品， 为不同细分市场
带来性能、续航差异化的产品，还能
针对区域市场的特殊需求和消费者
的不同需求， 带来更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

此外，wBMS 无线电池管理系
统能够对电池包的健康状况进行实
时监测，并随之调整模块和传感器，
从而保障电池在车辆生命周期内的
健康。 再加上超高强度的全新电池
物理防护架构这一层物理防护，以
及纳米级航天材料气凝胶、 安全阀
和排气通道的专有设计、 防拉弧设
计、集成式全独立液冷系统、气凝胶
防火毯等技术防护， 全方位确保了
电池的安全性。

综合各方面来看，Ultium平台
无疑是极具瞻前性， 它不仅是上汽
通用汽车全面电气化的基石， 更是
未来上汽通用汽车征战纯电动车市
场强有力的武器。更重要的是，无论
是凯迪拉克 LYRIQ， 还是 Ultium
平台 ， 都绝非期货 ， 凯迪拉克
LYRIQ将在明年量产上市，Ultium
平台也已经引入国内， 生产线目前
正处在调试阶段。

上汽通用汽车表示， 到 2025
年，将推出 10 款以上基于 Ultium
平台的国产新能源车型， 覆盖旗下
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三大品牌。

（于大卫）

上汽通用汽车向造车新势力发出了一封战书
目前纯电动车市场，基本上是以特斯拉为首的造车新势力的天下，

传统车企身影寥寥，而且从细分市场来说，消费者的可选择性也实在不
多，尤其高端豪华纯电动车，更是基本只有特斯拉和蔚来。

不过，这样的局面并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上汽通用汽车、丰田、本
田、雷克萨斯、奥迪、宝马、奔驰等传统车企也纷纷杀入战局，宣布纯电车
型将在 2022 年量产。 这其中，尤以上汽通用汽车发出的战书最为震撼。

五条道路和长兴岛服务区升级改造全面建成，系列配套措施来了

花博会配套项目疏通崇明交通网络

为做好花博会期间生活
垃圾托底保障任务，崇明固废
中心会同相关单位部门成立
了领导小组和应急处置小组，
联调联动、分级管控、统筹协
调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保障工
作。 编制了专项应急保障方
案，举行应急演练，应对可能
产生的过量生活垃圾或需要
紧急处置的其他垃圾。

为确保花博会医疗废物收
运处置的环境公共卫生安全，

上海城投以建立三级应急响应
机制， 设立花博会医疗废物收
运保障突击队， 花博会园区内
4 个医疗点、11 个观察点产生
的医疗废物按照涉疫情医疗废
物包装要求进行二次包装，通
过定点、 定时、 定线路收运模
式， 全力保障花博会园区及周
边 5 公里范围内所有医疗废物
的及时收运， 确保实现医疗废
物 100%及时安全收运处置和
作业人员零感染的双目标。

G40 沪陕高速（上海段）、
G1503 东环段是崇明陆上交
通要道，上海城投成立排堵保
畅工作小组， 建立 24 小时责
任人制度，全员动员、全员参
与交通保畅。 对原有的“一站
一预案”进行修订，确保各路
段花博会期间收费运营平稳
高效。

根据花博会收费道口的

改造方案，向化收费站增加一
条潮汐车道，有序做好车道系
统调整切换。在加强自我防护
工作的同时，进站实行“来人
必检”，设置专用隔离点；增加
快速收费设施和 POS 机特情
处置；为过往司乘人员免费提
供用厕、急救药、车辆加水、行
车路线咨询、花博会咨询等便
民服务。

建立 24 小时责任人制度排堵保畅

[保障服务]

设立花博会医疗废物收运保障突击队

晨报记者 钟 晖

5 月 21 日，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将在上海崇明拉开帷幕。迎接岛外游客入岛，将采取怎
样的措施和服务，减少交通压力？如何缓解花博会期间大客流、停车难、如厕难问题？上海城投
昨天表示，为保障花博会期间道路安全通畅，配合做好会议、住宿等接待服务，特别是积极实
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会提交出一份服务保障的出色答卷。

这场以“花开中国梦”为主题的花博盛会，会期 42 天，预测观展游客将达到 300 万人次。
平均每天将有 7 至 8 万的客流，花博会的交通、住宿等服务保障工作因此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