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谢 通讯员 吕 嫱 石明明

晨报讯 记者从上海机场边
检站获悉，由于台风“灿都”减弱
降级， 浦东机场口岸通关已逐步
“重启”。 而受台风带来的风雨天
气影响，未来几日，浦东机场出入
境航班或将继续出现延误甚至取
消的情况。

昨天 14:52，由美国经停韩国，
搭载 63 名旅客的 AA127 航班顺
利抵达。 随着国际（地区）航班逐渐
恢复，口岸通关正在“重启”。 当
“迟到”的旅客陆续走进入境边检
大厅，一群化身“大白”，身着防护
装备的移民管理警察早已准备就

绪，迎接他们的到来。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预计，昨日

约有 2600 余名出入境旅客、 近百
架次客货机从浦东机场口岸出入
境，约为平时客流量的一半。

自昨日 14 时起，浦东机场口
岸部分进出港国际航班逐步恢复
起降。 为防止因台风“灿都”延误
或取消的航班在短时间内集中出
入境， 从而造成口岸限定区域秩
序混乱， 上海机场边检站第一时
间启动保安全、保畅通应急预案，
同时加强与口岸联防联控单位和
航空公司联系， 随时掌握航班动
态， 为应对旅客集中出入境留足
提前量。

记者 郁文艳

晨报讯 上海迪士尼乐园发
布信息，计划于 9月 15日恢复运
营。 9月 15 日，上海迪士尼乐园
的运营时间为 10:00-20:30，迪
士尼小镇的运营时间为10:00
-21:00。 星愿公园仍暂时关闭。

乐园将继续密切监测天气
状况， 如运营时间有进一步变
化，将尽快通知游客。 如遇不良
天气状况，部分户外景点和娱乐
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

持有 2021年 9月 13日和 /
或 14 日的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
的游客， 可以在未来六个月内
（即针对持有 2021 年 9 月 13 日
门票的游客为 2022 年 3 月 13 日
之前，含该日；针对持有 2021 年
9 月 14 日门票的游客为 2022 年
3 月 14 日之前，含该日）任选一
天到访上海迪士尼乐园，无需提
前预约。 到访时，持有一日票的
游客可以在乐园入口闸机处出
示在购买 2021年 9月 13日和 /
或 14 日乐园门票时所使用的身
份证或者旅行证件原件，换取当
日门票； 持有两日票的游客，可
持购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或者
旅行证件原件前往位于上海迪
士尼乐园主入口外的游客服务
中心，换取当日门票。

如因故在未来六个月内无法
到访的游客，可以进行退款。通过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网站、
App、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预订服
务中心购买门票的游客， 可以通
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方 App
提交退票申请，退款将于 45个工
作日内返回原付款账户。 通过其
他官方渠道购买门票的游客，请
联系原门票购买渠道进行退款，
或联系购买渠道进行咨询。

通过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官
方网站或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预
订服务中心购买 2021 年 9 月
13日和 / 或 14 日上海迪士尼乐
园的迪士尼尊享导览服务、迪士
尼礼宾服务、乐园早享卡等其他
指定日产品及服务的游客，将从
原购买渠道自动获得退款。 已经
通过其他官方渠道购买指定日
产品及服务的游客，可联系原购
买渠道申请退款。

此外，昨天 13 时起，本市客
运站逐步恢复上海始发的省际
班线运营。 今天起，金山铁路逐
步恢复市域旅客列车开行。

全市各大公园也将从今天
起陆续恢复开放。

见习记者 王 琛

晨报讯 昨日起，上海两大机
场逐步恢复进出港航班。 10:00
起，虹桥机场逐步恢复起降；14:00
起，浦东机场逐步恢复起降。

9月 13日，东航在上海地区共
系留飞机 161 架，其中虹桥机场系
留 42架、浦东机场系留 119 架。截
至昨晨 8:30， 东航虹桥机场系留
的 42 架飞机全部解除系留， 浦东
机场的东航飞机也将按计划有序

解除系留。
昨日 10:12， 由上海虹桥前往

大连的东航 MU6333 航班顺利起
飞，标志着东航上海地区受台风影
响的航班开始恢复运行。

按计划， 浦东机场在 14日 14
时开放进出港航班，首个离港航班
预计为东航 14:00 起飞前往西安
的MU2335次航班；首个进港航班
预计为南航 CZ6523次航班， 由大
连起飞落地上海浦东，计划到达时
间为 14:40。

晨报讯 9 月 13 日至 14 日，
市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提升统
筹发展和安全能力”专题研讨班举
行。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绍
良作开班动员。

于绍良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深刻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
大意义，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更好推进新时代上海政法工
作高质量发展。 要强化系统思维，
完善各领域国家安全体系，牢固树
立“一盘棋”意识，坚决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 要强化底线思维，
不断增强敏锐性前瞻性， 抓早抓
小、防微杜渐。 要强化法治思维，更
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
工作，把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要求
落到执法司法实处。 要强化创新思
维，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摸实
摸透情况，推动形成更多接地气的
创新方法。 要始终胸怀 “国之大
者”，着力提高政治能力、打硬仗的
能力和抓落实的能力，继续发扬关
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
实力和作风，善于破解难题，强化
责任担当，切实把中央和市委决策
部署的各项任务一项一项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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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都”吹来
鸟类新面孔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在过去的一天里，台
风“灿都”一直在上海以东的东海
海面上缓慢转动，耗时 24 小时向
东移动约 100 公里， 花了正常台
风 4 倍的时间。 由于台风西侧不
时有螺旋雨带横扫而来，上海昨天

仍是风一阵、雨一阵的天气。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13 日 16

时至 14 日 16 时， 本市中东部普
降暴雨， 其中浦东惠南镇达 118
毫米的大暴雨量级； 市区徐家汇
24小时累积雨量为 71.4毫米。 本
市陆地出现最大 9 级阵风， 崇明
东滩出现 13 级狂风， 随着 “灿

都”东移和主体结构变化，昨天下
午本市风雨略有减弱。

昨天 12 时，上海中心气象台
更新台风橙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
色预警信号。

昨日 17 时，“灿都” 减弱为
强热带风暴级，20 时其中心位于
距离上海（南汇嘴）约 240 公里

的海面上。预计，“灿都”今天在上
海以东 150 公里 -300 公里的海
域回旋少动，16 日开始逐渐向东
北方向移动远离上海。

受“灿都”影响，昨天夜里到
今天本市阴有阵雨，东部和北部地
区雨势较明显。 周五起,申城阳光
灿烂，最高气温重回 30℃以上。

晨报记者李晓丹报道 昨天，
记者从上海市科委了解到，“云上
科普馆”正式上线“随申办”，上海
9 家科普馆将通过全景 VR 的方
式， 向公众提供线上虚拟科普场馆
互动体验。

目前接入“云上科普馆”的共
有 9 家，分别是：东滩湿地公园、上
海民防科普教育馆、 上海昆虫博物
馆、上海航空科普馆、复旦大学人体
科学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纺织
博物馆、上海崇明生态科技馆、上海
公安博物馆。

打开“随申办”APP，在底部菜
单选择“办事”频道，继而选择“生
活服务”中的“社区生活”栏目，再
点击“云上科普馆”，即可浏览所要
参观的科普场馆。

记者选择点击进入“东滩湿地
公园”，想浏览一番“云上科普馆”
呈现的景象如何。 只见每一个科普
馆页面都包括全景 VR、开放日期、
开放时间、公交线路、场馆内容等介
绍。

“东滩湿地公园”全景 VR 呈
现的全是园内实景，只需轻轻一点，
即可 360 度浏览美景，如果想要仔
细地观看某处景象， 还能够通过放
大功能，进行细节浏览。

在全景 VR页面的底端分别按
园区内不同位置设置了多个浏览端
口，供大家选择浏览，比如有游客中
心上空、游客中心广场、扬子鳄科普
馆、 芳草地等， 涵盖了公园角角落
落， 如果您不了解某处建筑或是场
馆所想展示给公众的故事、意义，轻
轻一点就能获得他们的文字释义，
比如“芳草地”，它是位于公园东南
部的一幢单层木质结构的草顶建
筑，草顶鸣禽安家，清脆婉转的鸟鸣
声不绝于耳……

这 9 家科普馆中有不少位于
崇明或临港等地，距离市区较远，很
适合工作繁忙， 没有太多时间驱车
前往的市民， 随时随地即可浏览互
动、普及科普知识。

[关注台风“灿都”]

今天仍有阵雨，周五阳光回归

上海迪士尼乐园恢复运营
各大公园今起也将陆续恢复开放

上海航班运行有序恢复

浦东机场口岸通关重启

晨报记者郁文艳报道 台风
“灿都” 除了给上海带来狂风暴
雨之外，还吹来了一种此前上海
从未记录到的鸟类新面孔———白
顶玄燕鸥，这是上海地区记录到
的第 513种野生鸟类。

9 月 13 日，城市荒野工作室
自然讲师蒲川在闵行浦江镇的黄
浦江江面发现一群白顶玄燕鸥，
有 14只。9月 14日早晨，玄燕鸥
群数量增加到 23只。

白顶玄燕鸥是一种海洋性群
居鸟类，在小型热带海岛繁殖，繁
殖后也主要在海上活动，极少近
岸，在我国东南、华南以及台湾沿
海有罕见记录。

为什么会发现这种鸟呢？ 一
个是与台风有关，同时，随着本市
鸟类调查监测的日趋完善，观鸟
爱好者群体的不断壮大，很多鸟
类新面孔被观测记录到的几率也
提高， 越来越多的罕见鸟种被记
录在册。

白顶玄燕鸥 /蒲川

推进新时代上海政
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9月 14 日上午，南京路步行街上保洁工在清扫路面积水。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申城 9 家科普场馆
可线上“云”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