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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热点

连续48天无雨，近50年最旱
青岛市区出现罕见冬旱，而下属各市旱情更为严重

空气很干燥 孩子老咳嗽
一个多月没下雨成儿童呼吸道感染诱因

本报 11月25日讯（记者
崇真） 五岁的甜甜（化名）断
断续续咳嗽快两个月了，吃了
不少药，但一直反反复复，好不
利索。25日，记者从青岛几家医
院了解到，近期久咳不愈的孩
子增多，专家说，最近很长时间
没有下雨，天气干燥，而且冷空
气频繁，忽冷忽热，是造成孩子
久咳不愈的主要原因。

上午十点多，儿童医院门
诊注射大厅里坐满了打吊瓶的
孩子，有的孩子一边哭闹，一边
还咳个不停，家长在一边拍着
孩子的背，又揪心又无奈。“最
近一个月来，前来就诊的久咳
不愈的孩子明显增多，一天门
诊量大概220人，咳嗽患儿就能
占到30%多。”儿童医院急诊科
主任徐静说。

徐静说，她接诊了一个5岁
女孩，从两个月前患上感冒后
一直咳嗽，后来感冒好了还咳
嗽，反反复复咳嗽了两个月，还
没有好转。拍了片子、化验血，
都没问题。

该院医务科副主任刘敬东
说，现在内科门诊每天的门诊量
已经达到400余人次，仍呈上升
趋势。他接诊的患儿有八成是哮

喘和慢性咳嗽。市立医院本部小
儿科主任王秀英也感觉到，前来
就诊的久咳不愈的孩子在增加。

说到原因，几位医生都提
到了最近特别干燥的天气。“青
岛已经一个多月没降雨了，格
外干燥。”徐静说，加上最近天

气忽冷忽热，孩子的呼吸道比
较敏感，易诱发咳嗽。王秀英
说，秋季干燥，孩子的呼吸道黏
膜抵抗力低，容易被感染导致
咳嗽，有的孩子没有完全好利
索，又被传染，反复发作，这是
久咳不愈的主要原因，另一个

原因就是呼吸道高敏感反应，
在感冒期间，过敏体质的孩子，
容易出现咳嗽症状。刘敬东也
表示，不少过敏体质的孩子因
为季节变化引起过敏反应，反
应在气道上就表现为气道痉
挛，引发咳嗽。

商务局窗口建立

网上“预审”服务

今年，胶州市商务局窗口以“优化
服务”为主题，建立网上预审平台，简化
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窗口开展了
“预审”的新举措。在过往的审批过程
中，经常会出现企业的申报材料不符合
法规要求，需退回修改的情况，但由于
企业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不在胶州，造
成需修改的材料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
重新提交。针对这个情况，该局窗口对
前来咨询的服务对象提供了“预审”的
服务，即企业在制作好申报材料后，可
先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服务窗口
的工作人员预审。工作人员收到邮件
后，直接在电子版本上修改或提出意见
后，传回企业，企业再交企业股东和董
事会成员签字。这样既节省了企业的时
间，又简化了办事程序，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 （朱妮妮）

营海工商所推进

和谐社会建设

近日，胶州工商局营海工商所为全
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切实把青岛市市局近年来一系列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结合胶州工商的
实际情况，深入开展了“有作为才有地
位；有创新才有进步；有业绩才有威信”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和谐社会建
设，该所通过深入开展“三有”教育，进
一步提高干部队伍思想认识水平，增强
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各项工作标准
化、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努力实现
市场安全、食品安全、队伍安全政治化；
阳光执法、阳光收费、阳光服务规范化；
创新工商、信息工商、推介工商形象化
“三化”目标，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匡华东）

以培训促发展

胶莱镇成果显著

2010年以来胶莱镇计生办坚持宣
传和业务能力培训两手抓，高标准，严
要求，计生工作得到迅猛发展。

该镇紧密结合关爱女孩行动、生殖
保健服务等开展宣传。今年以来印制小
折页，明白纸等各种宣传品4000余份，
通过多种形式发放到广大育龄群众的
手中，以其新颖醒目的宣传效果和贴近
生活的实用性，宣传了计生法律法规、
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条例等知识。

同时，镇计生办还建立并完善了学
习长效机制，每月邀请市相关科室负责
人或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对全镇68名计
生主任开展一次业务指导以及能力培
训，就生殖健康、近期计生工作形势等
内容进行深入讲解。今年以来，全镇共
进行大型培训活动11次，计生业务系
统会议34次，培训人员200余人，取得
良好效果。 （时亮 仲伟东）

胶莱镇有效提升

计生服务管理水平

胶莱镇以全市开展“计生服务管理
提升年”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多措并举，
强势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有效地提
升全镇人口计生工作的服务管理水平。

该计生办对69个村计生服务阵地
建设情况进行检查，查看计生服务硬件
设施、计生宣传环境、计生工作汇报材
料检验创新成果。目前，胶莱镇计生服
务阵地建设工作初见成效，全镇加大投
入建设人口文化一条街，并对服务设施
更新配置，为计生优质服务、育龄群众
培训学习提供了优良场所。同时，制定
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全镇69个村开
展年终考核工作，考核工作以年初签订
的责任书为主要依据，以巩固优质服务
成果、提高工作水平为目标，力求客观
真实地反映各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
情况，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开展下阶段工
作，促进全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稳定
健康发展。 （时亮 仲伟东）

儿童医院门诊注射大厅里坐满了打吊瓶的孩子。
本报记者 杨宁 摄

大部分地区已严重干旱
25日下午三点左右，记者

来到青岛市水文局。据水文局
发布的防汛抗旱信息显示，从
10月 1日至今，全市平均降水
量仅为8 . 7毫米，比历年同期偏
少近83 . 6%，由于久晴少雨，全

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情
况，其中黄岛已经连续66天无
雨，降水量比历年同期减少近
95 . 7%，是岛城的“首旱之区”。
除黄岛外，胶州、胶南、即墨和
城阳三市一区无雨天数也达到

66天。
“按照《旱情等级标准》中

连续无雨天数等级划分，除了
市区、崂山、平度以及莱西是中
度干旱外，岛城其他地区均为
严重干旱。”李主任介绍说，这
样的天气对冬季的农作物生长
不利，“土地湿度太小，像一些
本来含水量少的地方就会更加

干旱，这对农作物生长有一定
的不利影响。”

而据青岛气象台的数据，
目前胶南、胶州麦田总旱面积
为74万亩。水利局工作人员介
绍说，如果不加强灌溉，土壤含
水率将持续下降，土壤相对湿
度进一步降低，旱情将进一步
发展。

森林火险系数连续触顶
今年入秋以来，青岛市连

续两个月已没有有效降雨，加
上大风干旱天气，导致天干物
燥。记者从青岛市林业局获悉，
森林火灾危险系数连续触顶。
据了解，今年林业火险等级比

往年同期高出2个点，连续处于
5级森林火险等级（最高等级），
森林火灾处于一触即发、一点
即燃状态。

据林业局负责人姜胜勇
介绍，由于天气连续干旱，森

林火险等级长时间居高不
下，加之多年的封山育林，林
内植被茂密，枯草积聚，可燃
物急剧增加，森林对于火灾
的抵御能力薄弱。“不少人在
山上的坟头祭奠，加上近年
来开发山林的承包商越来越
多，野外用火增多，这样就
给森林防火工作增加了难

度。”
为保证今年青岛市无重大

森林火灾发生，姜胜勇告诉记
者，进入防火期后，执勤人员不
间断在山间林区进行巡逻，及
时发现火情，“现在我们的工作
人员天天都在山上巡逻，严格
按照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排
查火情。”

水库储水足 用水无大碍
虽然干旱天气给岛城的不

少地区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记
者了解到，由于汛期岛城雨水
比较充沛，水库以及地下水水
量都比较丰富，岛城的城市用
水以及农业灌溉用水都不会受

到影响。
青岛市水文局公布的资料

显示，截至目前，2010年全市累
计平均降水673 . 4毫米，比历年
同期降水677 . 7毫米偏少0 . 6%，
比去年同期降水573.6毫米偏多

17 . 4%，与常年基本持平。
“青岛市的农业灌溉用水

主要来自水库以及地下水，由
于汛期时青岛各大水库存储量
比较大，农业灌溉用水不会受
到太大影响。”水文局水情处负
责人介绍说。据了解，目前全市
地下水平均埋深为3 . 29米，比
去年同期上升了0 . 62米，大中

型水库共蓄水45312万方，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8000多万方。

据了解，干旱也没有给城
市居民造成影响。“崂山水库以
及黄河水量都比较多，我们公
司都能取水，现在供水是完全
没有问题。”给全市大部分区域
供应自来水的青岛市海润自来
水集团的负责人张锐介绍说。

岛城无雨天气仍将持续
“冷空气频繁抵青，带来的

仍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由于缺
少暖湿气流，11月30日以前，岛

城仍然没有有效降水。”25日下
午，青岛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凌
艺告诉记者，岛城干旱无雨的

天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据青岛气象台的数据，截

至25日，青岛市区无有效降水
的天气达到 4 0 天左右，“自
1961年以来，这在青岛市还是
第一次。”青岛气象台气候科科

长李德萍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虽然岛城近日

冷空气频繁来袭，但是由于冷暖
空气缺乏配合，这几股冷空气并不
会给岛城带来有效降水，近期岛
城依然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

区(市)名 最近一次有效降雨时间 连续无雨天数（天） 旱情等级

市区 10月8日 48 中度干旱

黄岛 9月20日 66 严重干旱

崂山 10月8日 48 中度干旱

城阳 9月20日 66 严重干旱

即墨 9月20日 66 严重干旱

胶州 9月20日 66 严重干旱

胶南 9月20日 66 严重干旱

莱西 10月2日 54 中度干旱

平度 10月2日 54 中度干旱

各区(市)至11月25日连续无雨天数旱情等级
近期，岛城干旱的天气成了市民

热议的话题，截至25日，岛城市区连续

48天无雨的状况也创下了近50年的记

录。而胶州、胶南、即墨和城阳、黄岛三

市两区已长达66天无雨。由于长时无

雨，岛城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干旱，

森林火险等级也已经达到顶级。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