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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5.1万户家庭逐一了解出行方式
上海将开展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

本 报 讯 （记者 李 欢） 记者从
市交通委获悉，上海将于2019年-2020年
开展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 其中最为核心
的居民出行家访调查将于9月19日率先启
动。 调查员将深入全市范围内抽取的5.1
万户家庭中发放调查表并开展问询调查。

抽取5.1万户家庭开展出行家访调查

据悉，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将于2019
年-2020年分两年开展，分为5大类，24个
调查项目。2019年启动部分重点项目，9月
份将率先开展居民出行家访调查。
居民出行家访调查是综合交通调查
的核心，将记录居民一日所有出行，获取
本市常住人口出行特征。
本次抽取5.1万户居民家庭开展入户
调查，覆盖全市所有街道，涉及全市16个
区、227个乡、镇、街道，抽取913个居（村）
委会。
从2019年9月19日凌晨2时至9月26

日凌晨2时，共一周（连续7天）间，各区、街
道将组织人工入户开展问询调查，并利用
智能手机终端记录。
按照相关要求，家访入户调查的调查
员经过严格培训，家访时佩戴加盖
“
上海
市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专用章”的调查工
作证件， 按照抽样要求两次上门开展调
查。 第一次入户为上门预约，发放入户小
册子和调查问卷至被调查户的家中，约定
家访日期和时间，告知有关调查要求。 第
二次入户为正式登门调查，调查员按约定
日期上门，基本为调查日次日，在向被调
查者详细解释指标含义的基础上开展问
询调查，并填写调查表。

采集内容不涉及个人敏感信息
对于市民可能担心的信息安全问题，
市交通委总工程师李俊豪表示市民可以
放心，
“
综合交通调查的问询内容主要为
出行情况，不涉及家庭成员的姓名，不涉

及收入、财产等个人敏感信息。 交通调查
数据反映整体出行行为特征，不对单个出
行者的出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
调查表显示， 调查内容分为三大部
分：一是户信息，包括户地址、户居住人口
数、家用交通工具拥有情况、家庭使用小
客车特征等；二是个人基本情况；三是个
人出行信息，包括到达地址、到达时间、离
开时间、出行目的、交通方式等。
此外， 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还将进行
货物运输调查、系统运行调查、交通新热点
问题调查和基础数据整合调查4类调查。

将适时向社会公众发布成果
综合交通调查是为了掌握全市综合
交通需求和系统运行情况开展的全面调
查。上海曾于1986、1995、2004、2009年和
2014年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次综合交通调
查， 形成了每5-10年开展一次全市综合
交通调查的长效机制。 调查的作用从最初

支撑交通规划，逐渐扩展到为规划、建设、
管理、运营和政策制定提供定量支撑。
近年来， 上海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
长，交通压力日益加大。 2018年，轨道交通
全网日均客流1017万乘次， 较2014年增
长 31% ；2018 年 机 动 车 注 册 总 量 421 万
辆，小客车实有量（含长期在沪使用外地
牌照小客车）511万辆。 同时，社区生活圈、
新业态快速发展，市民生活和出行习惯发
生变化。 开展交通综合调查是交通供需特
征快速变化的需要。
据悉， 综合交通调查是市政府职能
部门组织开展的调查， 调查数据受国家
统计法的保护。 第六次综合交通调查数
据主要用于支撑“
十四五” 综合交通规
划、新一轮交通白皮书编制。 按照安排，
将于2020年完成所有调查项目， 随后进
入调查数据录入和分析阶段， 最终调查
成果预计2021年上半年完成。 调查成果
将适时向社会发布。

全国机电工程项目管理
与施工技术交流研讨会在沪召开
安装专项观摩、快闪MV等同步举行
中秋佳节临
近， 不少市民一早
就在上海著名的老
字号新雅食品店排
起了长队， 购买各
色月饼。 而在对面
的上海食品一店，
店内月饼柜台前也
是一派人头攒动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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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月饼大排长龙
老港不埋垃圾了
上海距离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又近一步

本报讯 （记者 柏可林）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自7月1日施行以来，上海的全程体系建设有序快速
推进。 记者从上海城投集团获悉，从2019年9月9日起，老
港综合填埋场停止原生生活垃圾填埋处置业务，仅保留应
急处置功能，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垃圾处置模式不断改进
老港终于实现零填埋

老港基地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布局中最为重要的
主设施，今年6月28日下午，老港二期工程整套启动，为上
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末端处置添砖加瓦。 目前，老
港焚烧二期已实现日均6000吨的全量运营， 老港基地生
活垃圾日焚烧总量达到9000吨。
过去， 老港基地的生活垃圾主要采取简易填埋措施。
从一、二、三期，到中外合资的四期，再到五期综合填埋处
置运营，生活垃圾从简易填埋到标准卫生填埋，从过去的
填埋为主到填埋焚烧并存， 再到如今焚烧为主填埋为辅，
处置模式不断改进。
填埋业务关闭后， 老港如何确保焚烧业务正常运行？
上海城投集团表示，将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设计物流作业
指令，实现全程分类装卸、分类处置，大数据记录分析以及
全程追溯提供作业和管理平台。依托上海生活垃圾运输处
置管理信息化控制系统，对自管压缩站，转运码头、末端处
置、干湿垃圾处置线进行精细化物流调度管理，实现垃圾
处置各节点产物全程跟踪，逐步实现作业标准化、业务自
动化、流程清晰化。

厂区异味明显改善
渗沥液产生量明显减少

老港基地运营至今，逐渐改变了市民对生活垃圾处理
厂的刻板印象，现代化厂房矗立在成片的绿化中，厂房内
部随处可见由再生资源制作的小饰品，就连烟囱也巧妙地

与建筑空间融为一体。 过去，市民在老港周边地区能闻到
空气中的异味。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善，这是因
为垃圾填埋量大幅减少了。 目前， 基地日均处置量约为
14500吨，焚烧二期全量运营后，填埋量仅为5500吨。
生活垃圾处置方式改变， 也为渗沥液产生量的减少
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雨天作业，能有效控制雨水混入渗沥
液中， 并依托焚烧处置， 确保基地生活垃圾处置正常运
营， 同时也为基地积存渗沥液的快速消纳处置提供更好
的条件。
从传统作业到工厂作业的跨越，将带来抗风险能力的
明显提升。 基地生活垃圾处置受天气状况、航道封航影响
将大大减少，全天候处置能力提升，提高和拓宽了基地物
流调配的能力和空间，从而有效提升了抗风险能力。

生活垃圾全程体系建设有效推进
可回收物和湿垃圾回收、分出量创新高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上海的全程体
系建设正在有序、快速推进。 目前，上海已完成约2万个分
类投放点规范化改造，4万余只道路废物箱标识更新。 全
市配置及涂装湿垃圾车1092辆、干垃圾车3197辆、有害垃
圾车80辆以及可回收物回收车154辆，建成可回收物回收
服务点9609个、中转站144个、集散场8个，分类收运体系
基本形成。
来自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截至8月底，上
海市可回收物回收量达4500吨/日， 较2018年底增长了5
倍，较今年7月的日均回收量增加了约100吨/日。上海市湿
垃圾分出量已达到9200吨/日，较2018年底增长了130%，
较7月增加了约1000吨/日。 可回收物的回收量、湿垃圾的
分出量均创新高。
除此之外， 干垃圾处置量控制在低于15500吨/日，比
2018年底减少了26%，较7月减少了约1500吨/日。 由此可
见，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本 报 讯 （记者 李 慧 华 通讯员 郑 晏 平）
9月10日至11日，由中国安装协会主办，上海市安装
行业协会协办的全国
“
2019年机电工程项目管理与
施工技术交流研讨会” 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
酒店举行。其间，还举行了全国机电安装工程现场观
摩暨上海市机电安装工程（双创）观摩活动以及
“
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
‘
安装人’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MV首播”和
“
安装人”摄影作品
展开幕式。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裴晓、中
国安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存成、 上海市安装行
业协会会长黄震、 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
站副站长金磊铭出席交流研讨会。 会议围绕机电工
程项目管理的新理念与前沿施工技术， 邀请北京建
筑大学教授尤完、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杜伟国、中建八局副总工程师李本勇等10位专
家学者，就新型建造方式的工程组织实施模式研究，
精心策划、过程管控、铸就高品质安装工程等课题进
行深入研讨交流。
在全国机电安装工程现场观摩暨上海市机电安
装工程（双创）观摩现场，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承建的黄浦江沿岸E20单元E-3-2地块项目机
电安装工程、 中建八局有限公司上海公司承建的上
证所金桥技术中心基地项目、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总
承包管理的临港科技新城A0202地块项目机电安装
工程等5个项目工地，通过展版、视频、实体及实操展
示等形式， 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展示了上海机
电安装工程在文明施工、新技术应用、信息化管理、
绿色安装及装配式施工等方面的亮点和创新点，受
到广泛好评。 观摩活动在安装行业同行间搭建起了
相互沟通、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展现了上海安装企
业优秀工程项目在安全质量、施工管理、技术科研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在黄浦江沿岸E20单元E-3-2地块观摩现场，
上海安装人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MV。 头戴安
全帽，身着工作服，手持小红旗，熟悉的旋律伴着唯
美的画面，让人不禁热血沸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以
“
山河之美、建筑之美、创造之美、
生活之美”四大章节反映
“
安装人”热爱祖国、热爱事
业、热爱生活的生动画面的摄影展，同步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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