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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的小胖鸟 /浦东公安

据悉， 临港产业园区目前集聚

了三一重机、 特斯拉超级工厂新昇

半导体、 集塔半导体等一批大型生

产企业，园区员工至泥城社区、蓝湾

社区等生活区的高峰通勤和出行问

题日渐突出。

“线路开通后， 可与中运量 1

号线和即将建设营运的中运量 6

号线换乘， 不仅缓解了产业园区的

高峰通勤问题， 还满足了蓝湾社区

居民生活出行的需求。 ”临港交通

相关负责人表示。

“线路采用氢能源公交车，主

要原因是它零排放、零污染，”临港

交通解释称。

除了绿色环保外， 目前上海纯

电公交车的续航里程在 250 公里

左右， 充电需要 2 小时至 4 小时，

而此次采用的氢能源公交的续航超

过 350 公里，灌满装在车顶的 26.5

公斤的氢气，只需要 18 分钟左右，

“更长的续航里程和更短的加气时

间， 符合目前临港新片区交通的实

际需求。 ”

此外， 该车还配备了一系列智

能化辅助驾驶系统和设备， 如 360

全景环视系统、碰撞预警系统、盲区

监测系统等，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

根据临港新片区对氢能源产业

的发展计划， 未来在新片区内将形

成 1500 辆规模的交通运用场景。

此次临港 7 路、临港 7 路 B 线使用

的运营车辆均为氢能源公交车，这

在上海的公交行业并不多见。

临港新片区在“综合能

源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中制

定了 “建设三座油氢合建

站”的规划，其中首个加氢站

项目———平霄路油氢合建站

已于近期开工建设， 并将在

年内建成投入使

用。 该油氢合建站今后将成为临港

中运量 T6线的氢能保障配套设施，

同时满足临港奉贤园区氢燃料通勤

车及物流车的加氢需求。

日前公布的《中国（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十

四五” 规划》 明确表示， 到 2025

年， 临港将重点打造氢能源汽车产

业链， 重点推动氢能燃料汽车示范

应用， 建成氢能燃料电池动力的中

运量线路， 探索氢能物流、 氢能大

巴、氢能重卡等典型应用示范。

晨报记者 谢

昨天 7 点，一场别开生面的百

人瑜伽在南京路步行街上精彩上

演。 记者获悉，未来步行街将以改

造完成的世纪广场为核心，定期举

办四大主题 IP活动，让“中华商业

第一街”再添年轻力。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伴随着

美妙动听的旋律，在专业老师的

带领下，众多瑜伽爱好者身穿统

一着装，共度了一段愉快的瑜伽

旅程。

“我喜欢瑜伽已经近 10 年

了，参加过很多活动，但能和这么

多朋友在黄浦江畔、外滩万国建筑

博览群间一起感受瑜伽的魅力，是

非常难忘的经历。 ”一位参加活动

的瑜伽爱好者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瑜伽盛典在国际

上盛行已久，全球有无数的瑜伽人

曾在城市地标性建筑及城市中心

广场参与瑜伽活动。例如纽约时代

广场上就曾上演过备受瞩目的千

人瑜伽，法国巴黎铁塔下也有瑜伽

爱好者共襄盛会。

早在去年，在南京路世纪广场

也曾举办了千人瑜伽的活动，并受

到广泛好评。作为商圈潮流文化的

积极践行者，南京路步行街也极其

看重瑜伽这项新潮流运动背后的

年轻爱好者，希望通过打造商圈运

动 IP， 尝试构筑运动营销新模式，

有力探索“商圈 +潮流运动”相互

融合的新格局。

2020 年以来， 南京路步行街

已经举办多场凸显年轻、 时尚、设

计、潮流元素的主题活动，如“笑

出色彩，由心而生”商圈艺术展，

玩转“战﹒星世纪”商圈电竞赛、篮

球嘉年华、“bilibili 集势夜”等活

动，以此将南京路步行街打造成为

潮流时尚的引力场。

根据《南京路步行街商业数

据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80、90

后逐渐成为南步街的消费主力

军，00 后消费群体逐渐增长，年

轻化、时尚化已成为南步街的重

要标签。

南京路步行街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依托“上

海瑜伽生活节”为桥梁，南京路步

行街希望更好的与年轻群体对话，

以文体赋能消费打造步行街的活

动 IP，努力将之塑造成未来几年商

圈健康文体活动的代表性活动，并

成长为年轻人群聚集地与潮流元

素主阵地。

记者了解到，未来南京路步行

街将以改造完成的世纪广场为核

心，联动商圈商户，通过定期举办

潮流季、运动季、艺术季、国风季四

大主题 IP 活动，为商圈引流、为商

场导流，加速助推南京东路 -外滩

建成享誉全球、接轨国际的世界级

商业街区。

加氢 18分钟续航 350多公里，零排放、零污染

临港首条氢能源公交线开通啦

南京路步行街上演“百人瑜伽”
中华第一商业街主打“IP 化”再添年轻力

救助受伤坠地小胖鸟
小家伙原来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丘鹬

记者 倪冬 通讯员 朱佳杰

晨报讯 飞行途中， 小胖鸟

“体力不支”落在绿化带里。热心市

民见到受伤的小家伙后， 赶紧报警

求助。近日，浦东警方成功救助一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丘鹬， 而丘鹬也

是世界上飞得最慢的鸟类之一。

10月 10 日傍晚， 浦东公安分

局浦兴路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求

助， 称在金桥一小区内发现了一只

“怪鸟”，“就在绿化带里， 貌似受

伤了”。 接报后，值班民警侯晓晨立

即指导群众将小家伙送至居委会，

并迅速赶赴现场查看情况。

胖胖的身体、短短的小腿、全身

布满灰褐色羽毛， 却有一个又长又

直的嘴巴。到了小区居委，侯晓晨见

到了这只走路“烫脚”的小家伙。他

随即通过手机拍照识图软件探寻更

多信息。经初步比对，这只小家伙极

有可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丘鹬。

为了避免小家伙受到外界惊

扰， 侯晓晨就地取材将小家伙放入

保护袋， 随后将其小心翼翼地带回

了派出所。到所后，他用废旧纸盒为

小家伙搭建了“鸟窝”。 不一会，野

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赶至派出

所接待大厅。

经鉴定，确定该鸟类为丘鹬，属

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也是世界上

飞得最慢的鸟类之一。 野生动物保

护站的工作人员对丘鹬身体状况进

行检查后，发现其只是轻微擦伤，待

康复后即可重新放生。

至此， 这只不幸受伤坠地的丘

鹬在民警和专业人员的救助下，脱

离险境。

晨报记者 唐 玮

临港新片区首条氢能源公交线正式开通啦！ 10 月 17

日，全部采用氢能源公交车的临港 7 路、临港 7 路 B 线正式

投入运营。

临港 7 路

上行全长 14.1 公里、下行全长 12.4 公里，从泥城鸿音广

场至临港产业园区；首末班车时间：鸿音广场：6:00-17:25，江

山路正博路：6:50-18:15。

临港 7 路 B 线

全长 13.6 公里，从蓝湾社区至产业园区循环，在平峰时

段营运。

根据潮汐式客流特点， 全线采用早晚高峰全线+平峰环

线的方式运营。

江山路正博路 9:00-15:32。 临港 7 路高峰间隔 15 至 20

分钟，临港 7 路 B 线平峰间隔为 28 分钟。

可刷脸乘车

全线实行单一票价 2 元，还增加了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

使用数币钱包即可扫码乘车、刷脸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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