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 革 开 放 前 沿 报 道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浦东时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1-0113 邮发代号：3-88

PUDONG TIMES

液化天然气界“奥林匹克”盛会浦东召开
打造面向亚太的天然气交易和定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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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介绍了上

海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

的工作成效及下一步整治重点。

上海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

治已近三年，据统计，近年来上海

道路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受伤

人数持续下降，2018年同比分别下

降了 6.3%、5.2%和 6.8%，创历史新

低，日均交通类 110 警情同比下降

12.4%。

2018年以来，本市交通“严管”

向全区域、全维度延伸，推进非机动

车、行人违法整治。针对电动自行

车无牌上路行驶、闯红灯、逆向行驶

等交通违法开展专项治理，持续加

大行人交通违法“累进式”执法力

度。记者从浦东交警支队了解到，

去年 12 月，浦东开展行人、非机动

车专项交通违法整治。3 个月，浦

东警方共查处行人、非机动车交通

违法 49.1万余起，同比上升 76.9%；

现场查处违法搭棚及加装“挡风装

置”2.4万起；涉及行人、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总数及死亡交通事故数同比

分别下降5.3%和5%。

上海警方还推动交通难点社会

共治，紧盯网约车、共享单车、快递

外卖等热点难点问题，推动警企合

作和社会共治，创新“问题网约车大

数据筛查”“共享单车数字化管理”，

以及外卖骑手“一人一车一证一

码”、人员记分管理等安全管理措

施，取得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

机统一。其中，浦东警方还升级了

外卖快递骑手管理“组合套装”，骑

手们统一穿着编号安全反光马甲，

马甲编号与身份证号码绑定。

在“严管”同时，上海警方充分

发扬“绣花精神”，不断提高道路交

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提升道路通行

效率。部分路口应用国内首创的

“行人过街提示系统”，自动检测、提

示警告闯红灯违法行为，成为街头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逐步推广多功

能、复合型电子警察，进一步织密非

现场执法网络；研发查处“机动车噪

音”“隧道内驾车不开灯”等问题的

新型电子警察，道路通行秩序明显

好转，城市环境更加安静。

陈臻表示，接下来将开展非机

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攻坚整治；

着力加强大型车交通违法整治和事

故防控工作；推进智慧交通全面升

级，实现路权动态分配、路况实时感

知、智能诱导交通一体推进，将交管

信用信息纳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严重交通违法将“挂钩”个

人及企业信用记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据南汇新城镇河长办发布的

消息，近日，滴水湖被评选为长江经济带“最美湖泊”之一。

此次评选是由水利部与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联合

主办的“助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长江”全国引领性劳动和

技能竞赛中的一项活动，首批开展的竞赛活动有两项，分

别是长江经济带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和建设最美

河流湖泊劳动竞赛。经过对 143个参评对象的严格审核，

最终评选出长江经济带重大水利建设劳动和技能竞赛先

进集体22个，先进个人19名；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先进单

位29个，最美河流（湖泊）19条，最美护河（湖）员27名。南

汇新城镇的滴水湖最终被评为“最美湖泊”之一。

位于南汇新城镇的滴水湖是一个人工湖，工程历时 1
年多，共挖土 1780多万方，于 2003年正式开闸引水。湖呈

圆形，直径 2.66公里，总面积 5.56平方公里，平均水深 3.7
米，最深处 6.2米。近年来，随着临港地区开发建设，滴水

湖畔人气与日俱增。

去年10月起，滴水湖环湖景观带B、C、D区逐步开放，

在绿化设计布局之上，大幅度增强了功能性。三个区域分

别设有山地越野环路、篮球场、网球场和儿童探险学习中

心，为游客提供全面、个性化的公共空间。正值春暖花开

之际，去“最美湖泊”打卡，或将是市民游客出游踏青又一

个不错的选择。

图为昨日从空中俯瞰滴水湖。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本报综合消息 4 月 1 日，为期 5 天的

第 19 届国际液化天然气会议（LNG2019）
在位于浦东的世博展览馆召开，来自全球

LNG行业的翘楚们齐聚黄浦江畔，共同探

讨如何适应当下不断变化的能源形势。

上海市市长应勇、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

华、国际燃气联盟主席姜周明、大会议程

委员会主席尼尔默尔·查特吉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大会指导委员会主席罗恩·斯奈

迪克主持。

构建更加多元的能源
供给格局

应勇在致辞时说，当前，我们正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考察上

海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

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更

加需要加快构建安全、清洁、高效、可持续

的现代能源体系。天然气作为一种重要

的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体系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应勇说，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更加多元的能源

供给格局；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

广清洁能源利用，加快形成以清洁能源为

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要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突破一批核心能源装备和关键共性技

术，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加快建设能源互联网；要坚持完善市场体

系，打造面向亚太地区的天然气交易和定

价中心。相信本届会议将为世界清洁能

源创新发展贡献智慧，成为实现能源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能源盛会花落上海要
从浦东五号沟说起

国际液化天然气会议被誉为液化天

然气（LNG）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它

首次在中国举办，为何选在上海？这绝不

是偶然。

首先，会议选择在中国举办，是市场

呼唤，是行业所向。早在 2017年，中国超

越韩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

国，进口量达 3800 万吨，增长 46%。近年

来，亚洲更是成为液化天然气进出口基础

设施投资的焦点地区，中国目前拥有21个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

会议选择在上海举办，是因为上海是

中国最早与LNG结缘的城市。回溯历史，

上海的天然气发展始于1999年。1999年，

五号沟LNG事故应急站投产，创造了三项

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座大型混凝土全包容

LNG低温储罐；中国第一套大型阶梯液化

工艺装置；中国第一座内河 LNG 专用码

头。这也让上海首次接触了国际 LNG领

域的先进技术。

1999 年以来的 20 年，LNG 更是深刻

改变了上海燃气产业的资源、市场、工程

技术等方方面面。目前，上海已有来自东

海平湖、西气东输一线、西气东输二线、进

口LNG、川气东送、如东至崇明管道6个气

源，以及五号沟 LNG 应急站，呈现出“6+
1”多气源供应格局。

浦东与LNG产业发展
联系越发紧密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6+1”气源的洋

山 LNG 接收站，已经成为上海 LNG 发展

的地标，占据上海天然气供应的半壁江

山 。 洋 山 LNG 接 收 站 也 成 为 这 次

LNG2019 大会全球能源大咖们的技术考

察地。

目前洋山 LNG接收站一期扩建工程

的 4 号、5 号两座容量均为 20 万立方米的

LNG储罐正在加紧建设，2020年投用后，

洋山 LNG总储存能力将由现在的 49.5万

立方米增加到 89.5万立方米，储气能力提

升 80%，接收站天然气气化外输能力将由

目前的每小时 104万立方米提升到 214万

立方米，将为上海天然气供应提供更强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

申能集团董事长黄迪南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随着上海天然气市场快速扩

容，上海LNG公司正在积极筹建上海第二

液化天然气站线项目，力争把洋山LNG接

收站建成长三角能源一体化合作机制的

重要一环。

据透露，上海第二液化天然气站线项

目计划分期建设 6-8 座 20 万立方米以上

储罐和相关配套设施，先启动建设 3 座。

码头工程拟建设 15万吨级LNG专用码头

和反输泊位，新增岸线约500米；输气管道

工程包括连接洋山岛与上海天然气主干

管网的约 68公里跨海输气管道和上海奉

新输气站。

在大会开幕首日，中国造船业主力沪

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牵手世界知

名的挪威DNV GL船级社宣布了一项令

业界振奋的计划：共同开发27万立方米的

LNG运输船，这将是世界上运载能力最大

的 LNG运输船。这一大胆而又前瞻性的

研究，将为世界提供更加高效的LNG运输

创新方案。

据了解，LNG 船在国际上是公认的

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三高”船

舶，与豪华游轮一起被誉为“造船工业皇

冠上的明珠”。目前，世界范围内，掌握

LNG 运输船造船技术的国家不超过 9
个，只有 13 家船厂允许建造。而在中

国，位于上海的沪东中华是唯一能够建

造这种高端产品的基地。根据沪东中华

乐观预计，将在 2020 年底完成 27 万立方

米 LNG船研发。

拥有接收液化天然气的战略桥头堡

洋山港，同时又要研发建造承载力最大的

LNG 运输船，浦东与 LNG 产业发展的联

系越来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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