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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今年年降降水水量量比比去去年年同同期期少少一一半半
┮34处监测站点19处出现干旱，淄博遭遇三十年一遇旱情
┮市水文部门启动抗旱测报应急预案，指导各区县抗旱工作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
晓) 今年以来，受降水不足影
响，淄博遭遇三十年一遇旱情，
34处土壤墒情监测站点中有19

处出现轻到中度干旱，截止到8

月20日，淄博今年累计降水量
仅276 . 3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
44%，比去年同期偏少56%。

据市水文局水情科监测，
监 测 点 土 壤 平 均 含 水 率 在
10 . 5%～24 . 4%之间，有水浇条
件和部分降雨较多的地区墒情

较好。沂源县总体表现为中度
干旱，临淄辛店和白兔丘两处
监测点分别为轻度干旱和中度
干旱。近期淄川、博山部分降雨
较大的地区旱情有所缓解，总
体表现为适宜到轻度干旱。

入春以来，淄博各区县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有的
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畜临时性饮
水困难，农田出现重度干旱。

监测数据显示，34处土壤
墒情监测站点中，中度干旱有

13处，轻度干旱有6处，适宜有15

处。10厘米深度土壤含水率最
少的为高青县青城镇，为8 . 5%；
20厘米深度土壤含水率最少的
为博山区李家镇，为10 . 9%；40

厘米深度土壤含水率最少的为
淄川区太和镇，为9 . 0%；平均土
壤含水率最少的为淄川区黑旺
镇，为10 . 5%。

周村区降水量最少，为
239 . 6毫米。入汛以来(6月1日～
8 月 2 0 日 ) ，淄博平均降雨仅

2 1 1 . 8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
44%，比去年同期偏少57%，相当
于15年一遇干旱年份。其中，周
村区降水量也最少，为177 . 1毫
米，较历年同期偏少51%。

据了解，针对当前出现的
旱情，市水文局紧急启动了抗
旱测报应急预案。“针对目前的
干旱情况，我们已经将各个区
县的土壤墒情上报给了相关部
门，我们会随时做好相关旱情
水情的分析。”孙宝森说。

干旱等级是2006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8个气象国家标准之一。
干旱预警分四级：特大干旱(一级红色预警)：多个区县发生特

大干旱，多个县级城市发生极度干旱。严重干旱(二级橙色预警)：数
区县的多个乡镇发生严重干旱，或一个区县发生特大干旱等。中度
干旱(三级黄色预警)：多个区县发生较重干旱，或个别区县发生严
重干旱等。轻度干旱(四级蓝色预警)：多个区县发生一般干旱，或个
别区县发生较重干旱等。

干旱预警共分四级

在CPI的统计中，食品类约占1/
3权重，猪肉在食品类中又占1/10左
右，由于猪肉价格对CPI影响巨大，
故有人将C P I称作“中国猪肉指
数”。

当前，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
键时期，全国多个产粮大省农作物
遭受旱灾。业内人士称，随着粮食减
产预期进一步升温，致使玉米价格
持续上涨，饲料成本提高，这也预示
着生猪价格进入上升通道，猪价上
涨或将通过食品价格反弹最终推动
CPI上行。

“玉米价格的上涨不单单是旱
情的影响，东北地区玉米托市力度
较大，价格要高出其他地区，使得这
些地区的玉米流向东北；另外，每逢
大涝大旱，总会出现一些产品价格
的上涨，有些人因此囤积一些粮食，
也不排除存在炒作的嫌疑。”业内人
士分析说。

本报记者 刘晓

干旱或推高CPI

由于降水量偏少，入汛以
来各主要河道发生洪水次数较
少，仅在6月份发生2次小洪水。
目前小清河岔河水文站流量
45 . 0立方米/秒，孝妇河马尚水
文站流量2 . 00立方米/秒，沂河
东里店水文站流量2 . 99立方米
/秒，部分小河道断流。当前全
市五座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
1 . 21亿立方，比年初减少7706万
方，比历年同期多蓄630万方，
比去年同期少蓄1 . 17亿立方，
为2003年以来同期最小值。

在淄河临淄段，出现了断
流情况，河底的裂纹有一个拳

头宽。“去年的时候还有过水，
今年以来降雨太少，上面的水
库也没有开闸放水，降下点雨
接着就渗透下去了。”正在放羊
的孙先生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河流
已经完全断流，河床裸露，长满
了杂草，裂纹最宽处足有一拳
头宽。而在河堤上，不少农户种
植的黄豆也长势欠佳，只有十
公分高，本来应该长出豆荚，但
这些都还没开花。

而在乌河临淄段也出现了
断流，河底长满了杂草，成了放
羊的好去处。

玉米叶因干旱枯黄

20日，记者来到旱情较重
的临淄区金山镇南术村，本是
玉米授粉灌浆季节，而大部分
的玉米因为缺少水分，不仅长
势不佳，甚至都没“吐穗”。

“你看这些玉米，不仅叶
子发黄，而且连穗都没长出
来，即使长出来的，也灌不上
浆。”玉米种植户孙怀国说。据
了解，往年这个时候，玉米已
经进入灌浆期，棒槌也长的很
鼓很大。

而高青农户朱宝强的12亩
玉米也同样出现了减产。“今
年每亩地减产200斤左右，往年
都是每亩地打1000斤左右。有
的玉米种植户从没浇过水，估
计减产更大，得减产400斤。”朱
宝强说。

在博山区池上镇大马石

村，农户刘玉波也为几亩玉米
发愁。“我们这里没有灌溉条
件，靠天吃饭，虽然近一段时
间也出现了不少降雨，但很不
均匀，而且雨量很小。”刘玉波
说。

据了解，在淄川、博山和
沂源等南部山区，由于没有灌
溉条件和降雨不均导致的减
产不在少数。“本来农作物地
就少，这下又来个干旱，如果
接下来还不降雨，很可能绝
产。”沂源县南麻镇大田庄村
农户徐西明说。

而在临淄金山镇，还有万
余亩玉米农田等待“解渴”。

“本来现在就应该是灌浆期
了，但有的连穗都没长出来，
如果还不下雨，浇水又浇不
上，损失会更大。”孙怀国说。

淄博出现春夏秋“三连旱”，各区县均出现不同程度旱情

持持续续干干旱旱致致农农作作物物减减产产超超四四成成
今年以来，淄博出现春夏秋“三连旱”，气象部门统计，淄博今年累计降水量仅276 . 3毫米，比历年同期偏少44%，比去年

同期偏少56%。各区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旱，部分地区农作物减产超四成。

本报记者 刘晓

商户囤积玉米

收购价格创新高

淄淄博博已已投投入入22442266万万元元资资金金抗抗旱旱
解决5 . 7万人饮水问题，3次引蓄2 . 15亿立方米黄河水灌溉农田

本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
晓) 入汛以来，淄博平均降雨
仅211 . 8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
44%，比去年同期偏少57%，相当
于15年一遇干旱年份。淄博市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抗旱减
灾工作，多举措助力农户保丰
收。

据悉，6月1日以来，淄博共
投入抗旱资金2426万元，投入
抗旱劳力23 . 864万人，投入机动
抗旱设备1 . 49万台套、机电井

2 . 1万眼、泵站359处、运水车辆
136台次，利用机井、抽水泵站
及水库放水灌溉设施浇地81 . 3

万亩。同时，按照先急后缓原
则，在淄川、博山、周村、沂源等
区县启动了4个应急抗旱项目，
应急解决了54个村、5 . 7万人的
饮水困难问题。积极引用黄河
水，先后3次引蓄2 . 15亿立方米
黄河水用于农业灌溉。通过组
织太河、田庄、萌山、石马、红旗
等大中型水库适时放水灌溉、

补源等，促进了抗旱减灾工作
的开展，解决群众临时性吃水
困难。

同时，根据省市领导安排
部署，淄博组织200名官兵，帮
助淄川区的西河镇、太河镇开
展抗旱工作，负责拉水送水、渠
道清淤、管道开挖等工作。

据了解，桓台县供电公
司新城供电所命令全体抢修
队员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
事故。同时，调动全员深入各

村田间，对农户抗旱用电实
际进行详细摸底，及时掌控
负荷波动，科学调整以实际
行动助力农户抗旱成功确保
丰收。

同时，高青县做好一切
准 备 多 引 、抢 引 黄 河 水 ，同
时，多个水库开闸放水，为农
田灌溉赢得了先机。据介绍，
淄博下一步还将做好小型水
利工程的蓄水准备，以增加
蓄水量。

淄河临淄段断流

入汛以来(6月1日～8月20日)，淄
博平均降雨仅211 . 8毫米，相当于15年
一遇干旱年份。其中，周村区降水量
最少，为177 . 1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
51%。仅有6月份平均降雨量比同期
多，为 1 0 6 . 8毫米，较去年同期多
125 . 8%，比历年同期多24 . 3%，也是当
月全省降雨量最大的地市。

今年以来，各月平均降水量如
下：1月份平均降雨量为1 . 3毫米，较去
年同期少88%；2月份平均降雨量为
15 . 9毫米，较去年同期少9 . 7%；3月份
平均降雨量为0 .3毫米，较去年同期少
98%；4月份平均降雨量为13毫米，较去
年同期少13 . 9%；5月份平均降雨量为
34 . 2毫米，较去年同期少58 . 2%；6月份
平均降雨量为106 . 8毫米，较去年同期
多125 . 8%；7月份平均降雨量为103 .8毫
米，较去年同期少74 .9%。

本报记者 刘晓

入汛以来仅6月
降水多于历史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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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土壤墒情监测统计图。 制图 汪星

目前华北地区玉米价格依旧坚挺。
8月13日，潍坊地区14%水分二等玉米(质
量标准下同)深加工企业收购价为2700-
2820元/吨，比上周上涨30元/吨；德州地
区深加工企业收购价为2740-3770元/吨，
比上周上涨40-60元/吨。

记者了解到，几家玉米深加工企
业和玉米收购点的价格情况。“现在玉
米库存严重不足，每吨超过2600元，去
年每吨在2300元左右。

“今年旱情严重，很多企业都在增
加库存，所以提高价格收购，这个价格
创了历史新高，从没有过这么高的价
格。”该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分析，受旱情影响，饲料
价格涨幅较大，这样一来导致现在每
头育肥猪的养殖成本有所增加，养得
越久成本越高。

本报记者 刘晓

持续干旱致使农作物枯黄。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头条链接


	Y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