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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7

37 . 6℃！昨遭遇入夏最高温
今明全市范围有雨，高温将缓解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记
者 赵艳虹 ) 从1 6日开
始，全国多地出现了35℃以
上的高温天气，枣庄也没能
幸免。17日持续闷热的天
气，使得枣庄市薛城区最高
温度达到了37 . 6℃，各区也
在17日刷新了今年入夏以
来的最高温度的记录。

17日一大早，给人直接
的感觉就是闷热透不过气
来，空气中湿度较大，在室
外逗留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据检测数据显示，17日全市
平均湿度在80%。如此高的
湿度也为即将到来的降雨

天气创造条件。
据枣庄市气象台提供

的数据显示，17日枣庄市各
区市最高温度在 3 4℃至
38℃之间，其中，最高温度
出现在薛城区，高温达到
37 . 6℃。此外，滕州市最高
温 为 3 7 . 1 ℃ 、市 中 区 为
36 . 9℃、峄城为36 . 6℃，台儿
庄区最高温度为34 . 5℃。

枣庄市气象局气象专
家王令轸介绍，17日之前，
枣庄市最高温度普遍在
30℃至33℃之间，17日各个
区最高温度均创下了入夏
以来新记录。温度突然蹿升

这么快主要是受副热带高
压的影响，它对中、高纬度
地区和低纬度地区之间的
水汽、热量、能量的输送和
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影
响夏季天气的主要天气系
统。

“前段时间枣庄天气总
体来说挺舒适，主要是因为
副热带高压偏南。而16日、
17日温度高、湿度大都是副
热带高压影响的主要表现。
可这次副高过于强大，今天
下午只在台儿庄形成降雨
过程，从明天开始全市范围
内将有一次降雨过程，温度

也将得到缓解。”王令轸介
绍。

从16日夜间到17日白
天，枣庄将迎来一次中雨天
气，随着降雨天气的到来，
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17日
夜间到18日白天，枣庄市天
气多云转阴有中雨，最低温
度25℃、最高温度33℃，南
风2至3级；预计，19日枣庄
市天气阴有中雨，最低温度
22℃、最高温度28℃，东风2

至3级；20日枣庄市天气阴
转多云，最低温度21℃、最
高温度28℃，东南风2至3

级。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徐艳) 近日，
有市民反映市中区青檀北
路路况非常差，路面坑坑
洼洼，极大地影响了市民
的出行，希望有关部门能
抓紧整修。

记者实地采访了解
到，胜利路振北市场到长
途汽车站西站段以及青檀
北路铁道口到君山路路面
破损严重，布满了大大小
小的坑。在青檀北路一处
约50米的距离内，破损就
有十几处，有些坑的深度
达十五公分左右，直径达
两米左右。另外，记者观察
到，在这两段路内，骑车的
行人都小心翼翼避开坑绕
行，汽车车速也相对较慢。

记者采访中发现，青
檀北路以及胜利路附近有
四十一中北校、实验幼儿
园以及九中，每天上学放

学都要经过这两段路，人
流量相对较大。“现在已经
进入夏季，雨水越来越多，
一下雨，坑都看不到，对行
人来说很危险，特别是对
一些上晚自习的孩子来说

就更危险了！”市民王女士
说。

据记者向相关部门了
解，区委、区政府特别重视
城区道路问题，在财政紧
张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多

年实施了城区道路的维修
和新建以及背街小巷的整
治工作，只是在道路的修
建中过程中本着一个“先
急后缓”的原则，目前，青
檀北路整修已经开工。

市中胜利路、青檀北路路况差，市民出行受影响

路面布满坑 车辆不敢行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见
习记者 徐艳) 枣庄新城
四季菁华小区的业主如果
不买车库或车位，车辆就不
能进入小区，业主称，这一
规定给有车但没有购买车
库或车位的业主带来了不
便。

17日，记者在四季菁华
小区门口看到，大门东西两
个出入口均安装了智能卡
停车系统，出入车辆必须打
卡才能进入小区。在小区大
门外停放了许多车辆，这些
车辆大多是小区内没有购
买车库或者停车位的业主
的。

采访中，该小区一位业
主说：“虽然说这是为了维
护小区内部的安全，但我觉

得这样规定有点不合理，人
家在这里买了房子，车子却
不让开进来，放在外面挺不
安全的。”

该小区售楼接待处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行这
项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维持
小区的秩序，避免车辆乱停
乱放，给居民营造一个比较
好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
是为了避免外来车辆入内，
给小区带来安全隐患。另
外，该工作人员介绍，小区
地下停车位以及车库的建
设都比较合理，可以在地下
停车位以及车库直接进入
居住区，这可以给业主带来
方便，而且，车库和车位并
不是捆绑式销售，业主有充
分的选择权。

不买车位

不让车进小区
新城四季菁华小区的规定让业主挺为难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见
习记者 于鹏) 市中区涝
坡村东头铁路附近有一家观
赏鱼养殖场。鱼塘旁边有一
个排水渠，排水渠和鱼塘中
间有一条拦水坝。然而，暴雨
将拦水坝冲毁，污水排进鱼
塘，导致养殖户沈先生养的
鱼发生死亡，面对惨重的损
失，找谁理赔成了麻烦(本报
5月29日、6月16日报道)。目
前，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办已
经根据沈先生提供的相关材
料介入调查。

17日，记者和沈先生家
人再次来到光明路街道办。
负责沈先生鱼塘对接的冯主
任告诉记者，相关情况已经
与村委和施工方沟通对接完
毕，可以自行联系工程相关
负责人沟通解决。当天晚些
时候，沈先生电话告知记者，
相关施工工程人员已经来到
他家，就鱼塘污染导致的相
关损失问题表示承担相应的
责任，并对相应损失进行赔
偿。时隔半个月，沈先生鱼塘
污染问题终于有人站出来承
担责任了，沈先生声音中透
露着一丝欣慰。

目前相关责任认定和损
失赔偿正在调查协商中，本
报将进一步关注事态发展。

施工方联系鱼塘主

表示将承担相应责任

本报枣庄6月17日讯(记
者 袁鹏 通讯员 孙尾)

17日，记者从山东统计局
枣庄调查队了解到，5月份
枣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3 . 2%，涨幅较
上月回落0 . 9个百分点。肉禽
产品价格下跌是促成涨幅
回落的主要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5月份
受禽流感疫情影响，肉禽蛋

产品价格持续低迷。食用畜
肉及副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8 . 3%，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2 2 . 5 %；禽产品价格下降
34 . 9%，其中，鸡价格下降
48 . 0%，鸭价格下降40 . 5%；蛋
价格下降3 .9%，其中，鲜鸡蛋
价格下降4 .3%。

在涨幅回落的0 . 9个百
分点中，由肉禽产品拉低
0 . 41个百分点。山东统计局

枣庄调查队的工作人员分
析称，随着禽流感疫情的逐
步解除，禽类市场解禁，禁
闭近两个月的禽产品消费
需求将逐步释放，可以预
见，肉禽蛋价格将稳步回
升。

另外，纵观近5个月居
住类价格走势，1月份为
96 . 7%，2月份为97 . 2%，3月份
为99 .4%，4月份为101 .7%，5月

份为103 . 9%，呈逐月攀升的
态势。特别是建房和装修材
料价格，1至5月份分别为
84 . 0%、86 . 6%、92 . 0%、97 . 4%、
103 . 1%，由此反映出工业经
济持续回暖，投资热情提
升。在投资热情高涨，总体
经济有回暖迹象的大环境
下，居住价格上涨的助推作
用将进一步显现，CPI长期
调控压力依然较大。

禽流感拉低CPI涨幅
5月份CPI同比上涨3 . 2%，涨幅较上月回落0 . 9个百分点

1177日日，，午午间间最最高高温温度度超超过过3377℃℃，，市市民民用用遮遮阳阳伞伞和和墨墨镜镜抵抵挡挡高高温温日日晒晒。。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袁袁鹏鹏 摄摄

青青檀檀北北路路与与君君山山路路交交界界处处路路面面坑坑洼洼挺挺多多。。 本本报报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徐徐艳艳 摄摄

小区门口放的标牌。 本报见习记者 徐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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