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博园入口广场， 民警劝阻吸烟游客
构建应急协同机制 守牢安全底线

对于花博会保障工作来说， 风

雨天、 汛情都是防范的重点。 市应

急局表示， 根据 《2021 年第十届

中国花卉博览会园区突发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 全面构建“岛内岛外、

园内园外” 应急协同机制， 全面展

示各类专业、 社会力量多维立体救

援能力， 为花博盛会守牢安全底

线。

那么， 假如在崇明北部地区包

括花博会园区内， 出现“短时强对

流天气， 平均风力可达 8 级以上，

并伴有暴雨，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上” 的“大风、 暴雨橙

色预警”， 上海将如何应对？

市应急管理局表示， 园区管理

部门依托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

台， 构建园区疫情防控、 线上票务

预约、 区域停车智能导航、 环境监

测、 特种设备监管、 大客流预警等

18 个子系统， 全力保障花博会安全

有序运营。 如果出现此种气候预警，

园区将按指令启动Ⅱ级防汛应急响

应， 对住宿区、 办公区及现场的建

筑、 各类设备、 绿化设施等进行全面

检查， 对发现隐患进行整改， 并预

置抢险力量。 同时， 园区储备足够

的物资， 确保防汛设备、 通讯设备

完好。 综合检查组、 抢险救援组进

行不间断巡视， 检查督促措施的落实

情况。 对剩余游客， 园区利用应急广

播、 大屏等及时发布闭园信息， 由工

作人员、 志愿者引导游客有序紧急疏

散转移， 同时对撤离人员进行心理安

抚。

随着大风、 暴雨临近， 园区各单

位抢险人员加固树木， 对泵房、 供

电、 应急照明、 电梯等设施设备进行

了安全检查， 对小横河、 花栖馆等可

能出现的隐患区域， 预置大功率排水

泵车。 水务部门按照气象预报和应急

行动指引， 开始紧急预降内河水位，

确保不出现积水内涝。

根据应急预案， 在面临极端性强

对流等恶劣天气影响时， 水域客运枢

纽新河码头将立即展开事态研判并启

动应急预案， 同时发布停航信息， 并

第一时间通知公交公司， 增加陆域申

崇线运力， 保障申崇旅客出行畅通；

如遇突发大客流急情， 在石洞口码头

或新河码头安排专门为本次花博会打

造的 402 客位的高速客船“新征程”

轮将投入新石航线运输， 迅速缓解客

流高峰。

市应急局表示， 汛期临近、 各应

急管理部门和救援队伍将结合 5.12

防灾减灾日和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

强化应急意识， 加强应急值守， 提升

应急能力， 为精彩难忘的花博盛会作

出应有贡献。

“火焰蓝”守护花博平安

道路交通井然有序

园区附近平稳畅通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随着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开幕后第一个周末的到来， 此次盛会也迎来首波游园高峰。 当市民游客们陶醉于争奇斗艳的花卉胜景时， 别忘了还有一群

“护花使者”， 正默默守护这届盛会的举办。

作为首届在岛屿上、 乡村中、 森林里举办的花博会， 在公共交通疏导、 应急响应、 消防救援等方面， 都面临崭新挑战。 而上海应用完善的应急预

案、 先进的智慧科技赋能以及成熟的基层治理经验， 全力保障花博会安全有序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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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花使者”保障花博安全有序
首个雨天 园区服务有“温度”

刚刚过去的周六周日， 是崇

明花博会开园后迎来的首个交通

管控周末。 在上海警方和园区管

理的努力下， 市区与崇明双向道

路交通井然有序， 花博园区附近

也平稳畅通。

距离花博北园 1号门最近的

北 P1 停车场， 是花博专线、 花

博定制大巴的上下客站点。 周六

上午 10 点， 各条线路的大巴载

着游客有序进入停车场。 一名游

客说： “花博专线 15分钟一班，

我们上车后就能出发， 几乎不用

等待。” 据介绍， 为应对开园首

个周末， 当天 7 条花博陆路专

线、 10 条花博定制巴士全线运

作， 每条线路都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了车辆， 确保运力。 浦东公交

驻花博园区现场管理员陈磊说：

“今天是双休日， 人比较多， 我

们提前 10分钟发车， 投放 60 多

辆， 能满足乘客要求。”

园方表示， 虽然散客人数增

加， 不过由于集约交通出行等方

式的分流， 园区周边最大的小客

车停车场井然有序， 网上预约确

保游客省去寻找停车位的烦恼。

董国平是崇明公安分局堡镇

派出所社区民警， 这次支援花博

会安保， 他的岗位在园区外围，

负责广场巡逻和疏导游客。 董国

平告诉记者， 面对多达上万的客

流， 警方有一套“叫号进场” 疏

导策略， “我们会把每辆大巴下

来的游客编成临时一组， 组织他

们有序站位， 并发放号牌， 然后

根据安检和防疫通道的实时客流

量， 请游客们按号码入园。 这样

就避免了入口出现拥挤混乱和矛

盾， 也减少了因游客滞留而造成

的人员聚集。” 董国平说。 他还

表示， 社区民警的基层社会治理

智慧， 在大型活动安保中同样用

得上、 用得好， 可以有效化解可

能的基层矛盾。

为支援本届花博会， 许多崇

明公安分局民警不论何种岗位，

全力支援一线。 分局人口办女警

刘佳佳告诉记者：” 我在学警时

期， 曾参与过上海世博会安保，

因此这次支援花博会安保， 是

一次对一线警务技能很好的实

践重温机会， 也倍感责任重

大。” 记者还了解到， 这位警花

的丈夫同样奋战在服务保障本

届花博会的一线， 夫妻二人已多

日不着家， 孩子则完全托付给家

中老人。

“使用灭火器的口诀， ‘提拔

握压’ ———‘提拔我呀’， 口诀记

好， 遇事不慌。”

“初期火灾， 是灭火的最好时

机， 正确掌握扑灭小火的能力， 就

能扼制火灾的发生， 避免更大损

失， 这是在场每个人都要熟练掌握

的技能。”

“如果发生火灾， 组织游客逃

生自救， 是大家必须熟练掌握的技

能， 来， 我们现场模拟一次逃生演

练……护航平安花博会， 我们一起

行动！”

在本届花博会开幕前夕， 崇明

区消防救援支队举行了花博专场

“消防大讲堂”， 园区内一线服务人

员包括保安、 保洁、 “小白鹭” 志

愿者、 游客服务人员、 旅行社人

员、 展馆工作人员、 餐饮行业人员

等 3000 余人， 纷纷走进课堂， 修

练消防安全技能。 “消防大讲堂”

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火灾案例， 系统讲

解消防知识； 根据花博园区实际情

况， 详细讲解如何检查和防范火灾隐

患、 正确报警和使用灭火器， 处置不

同情形火灾、 在火场中组织逃生自救

等。

同时， 为了给花博会园区提供近

距离消防安全保障， 崇明区消防救援

支队还新开设一座东平消防救援站。

据介绍， 救援站占地面积 4800㎡，

总建筑面积 2880㎡， 主要配置轻型

皮卡消防车、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云梯登高消防车、 照明消防车等 4 辆

消防车辆和各类常规器材装备， 为一

级普通消防站。 救援站将切实提高处

置各类灾害事故能力， 全力护航花博

会圆满举行； 同时还将辐射至东平镇

及周边地区， 对进一步优化崇明区消

防安全布局、 缩小消防救援站保卫半

径、 提高消防应急救援服务能力， 具

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黄浦

区消防救援支队车站消防救援站等全

市多个支队灭火救援、 防火监督增援

力量， 共同守护花博平安。 花博会期

间， 消防部门派驻人员进入花博会园

区， 对接各建筑施工单位， 把关花博

会各类场馆、 展区建设是否符合消防

安全规定。

据市应急管理局介绍， 一旦发现

险情， 派驻消防员可及时利用灭火

器、 随身八件套、 墙式消火栓等进行

现场处置； 作为花博会安全保障的主

力 军 ， 崇 明 消 防 支 队 按 照

“1+2+3+5+6+17” 的作战模式， 即 1

个前方指挥部、 2 个消防前置点、 3

个消防救援站、 5 个防控片区、 6 辆

巡逻车、 17 个微型消防站， 全面落

实各项消防安保任务。 此外， 民兵无

人机分队也将辅助指挥员评估火势、

确定进攻路线， 并通过悬挂的灭火弹

向火场展开高空灭火作业。

雨天 服务有“温度”

昨天， 阵雨降临在崇明岛

上， 花博园也迎来展会开幕来第

一个风雨天。 据崇明气象台介

绍， 当天累积雨量中等， 东南风

4 至 5 级。 但一些游客依然保持

了盎然的游园兴致， 王先生说：

“花博会雨中漫步， 有点意思。”

还有带孩子的李女士表示， 得到

了志愿者“小白鹭” 的及时帮

助， 协调来一辆电瓶车， 让孩子

们少淋了很多雨。

记者还发现， 花博园区内新

添置了一批多功能遮阳伞， 让游

客在遮阳挡雨之余， 体验到“智

慧花博” 所带来的无限便捷。 这

款遮阳伞伞面为黄色， 伞顶印有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会徽， 伞骨

架内安装了 8根灯片， 伞中部配

置了扫码充电装置和充电线， 扫

一扫就能为手机充电。

“这款遮阳伞是具有智慧生

态属性的最新科研产品， 是太阳

能智享伞， 不仅可以遮阳挡雨，

还可以借助薄膜太阳能发电技

术， 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白天吸收太阳能量， 夜间自动发

光弥补园区照明盲区， 轻松实现

光储发电、 夜间照明、 共享充电

等功能。 目前， 园内添置的 200

把遮阳伞已投入使用， 分布于室

外公共区域。” 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花博园入口广场， 安保控制进园游客数量， 保证参观者有序通过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