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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老老虎虎””不不咬咬人人，，阴阴雨雨绵绵绵绵冷冷飕飕飕飕
入秋后首次降温登场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孟
燕） 9日，省城秋雨蒙蒙，最高
温仅有25℃，寒意比较明显。其
实，在不知不觉中济南已进入
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比常
年偏早。入秋后的首次降温也
登场了，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
预报，10日、11日将有小雨，气
温较低。

“秋老虎”不来

阴雨绵绵冷飕飕

享受了两天蓝天白云、秋
高气爽的好天气之后，省城重
新回归阴雨模式。不少市民感
慨，今年的秋天似乎要来得早
一些。“往年9月份还要热一热，
今年一立秋就没怎么热过。”市
民孙先生表示。

其实这“热一热”就是民间
所说的“秋老虎”，指立秋后重

新出现的短期炎热天气。一般
多发生在8月、9月之交，持续时
间约一周到半个月，主要是由
于副热带高压南移后又重新北
抬，在它控制下晴朗少云，气温
回升。

济南“秋老虎”的威力有多
大？根据常年（1981至2010年）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8月23日

（处暑节气）及以后，济南气温
≥35℃的只有0 . 2天，气温≥
33℃的有1 . 67天，气温≥30℃
的有11 . 53天。而今年处暑后仅
有2天的气温在30℃以上，“秋
老虎”很温柔，没有出来咬人。

进入9月以来，省城最低气
温低于20℃已渐渐成为一种常
态。9日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北
方迎来了大范围降温。根据预
报，济南10日、11日将有小雨，
气温将被拉至近期最低点。其
中，10日阴有小雨，东北风2～3

级逐渐增强到3～4级，最低气
温19℃左右，最高气温24℃。11
日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北风3
级，最低气温17℃左右，最高气
温21℃左右。

12日多云转晴，北风转南
风都是2～3级，最低气温15℃
左右，最高气温23℃左右。13日
～14日晴转多云，南风2～3级，
气温上升。

常年入秋9月20日

今年提前了十多天

天儿越来越凉了，是不是
已经“入秋”了？这里有必要跟
大家“科普”一下入秋的标准。
气象学的入秋有新、老两个标
准。“老标准”是某地连续五天
日平均气温在10℃～22℃之
间，首日即为入秋日，这里需要
五天一鼓作气，不能中断，一旦

中断，就得从头再来。“假设某地
连续四天都符合条件，但第五天
来了个超级大回暖，这就不符合
条件了。所以,入秋存在很大的不
确定性，这也会导致每年的入秋
日期差异较大。”气象专家表示。

相比之下，新标准比老标
准更容易达标。只要某地日平
均气温连续五天均线，稳定低
于22℃，即可判定入秋。把五天
作为一个整体，其稳定性比单
天强。新标准更加科学，但计算
更加复杂。

济南的常年“新标准”入秋
是在9月20日，常年“老标准”入
秋是在9月17日。去年，不管是
按照“新标准”还是“老标准”,
济南入秋的时间都是9月12日，
比较早。今年从9月5日起，日平
均气温已经达到了标准，气象
学上的秋天来得比常年早了十
多天。

民族宗教局局长

今到12345接热线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刘雅菲）
9日，记者从济南市12345市民服

务热线获悉，10日下午3:00，市民族
宗教局局长米俊伟将带领有关人员
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取市
民关于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宗教事
务依法管理、加强和改进民族宗教
工作以及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张九龙）
9日上午，山东省12355青少年服

务台在济南胜利大街小学举办了
“山东省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示范
点”暨“‘向阳花’生命教育共建单
位”的揭牌仪式，生命教育课程走
进校园，这在全省还是第一家。据
了解，生命教育项目将以学生的需
求为出发点，通过开展实践课程，
丰富教育教学活动，探索出一套适
用于青少年的生命教育本土化课
程体系，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
校德育教育新模式，树立山东省学
校社工服务标杆。

生命教育课

首次走进济南校园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孟燕）
由齐鲁晚报·生活日报主办的2015

齐鲁秋季汽车展示交易会将于10

日—13日举办，地点分别在济南国
际会展中心（合资品牌及自主品牌
展区）、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豪
华品牌及进口品牌展区）。为方便
市民观展，122路公交车增开火车东
站到牛旺庄区间车，高峰时段增加
2%的班次投入。另外，途经国际会
展中心的10路、123路、K160路、47

路、119路等都将适时增加班次。

齐鲁秋季车展开幕

多路公交增加班次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唐园园
通讯员 孙燕） 中秋将近，济

南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推出9 . 9元
游活动。9月14日至9月18日，下载同
程手机客户端，并提前一天在线支
付9 . 9元，就可以畅游济南跑马岭野
生动物世界了。详情咨询电话：0531
-82151278。

九块九游跑马岭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宋磊
通讯员 尚虹） 教师节来临，济
南长途汽车总站特别推出“教师专
属优惠卡”，凡9月10日到总站乘车
的教师凭教师证均可免费领取此
卡，享受2015年全年购票九折优惠

（购票时需出示教师证），优惠卡有
效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不仅如
此，总站也准备了精美的纪念礼物
送给来总站乘车的教师，送上总站
最真挚的祝福。

教师专属优惠卡

全年乘车享九折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蒋
龙龙） 9日，记者从济南热力
公司获悉，历山北路也将进行

“汽改水”工程，工程在9月20日
结束。历山北路只封闭西侧非
机动车道，正常通行不受影响。

9日上午，记者在历山北路
看到，滨河南路至北园大街段
的历山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已
经半封闭施工，部分路面已经
挖开。

据济南热力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历山北路“汽改水”工
程是济南热力公司2015年重点
工程之一。该工程北起滨河南

路，南至北园大街，全长1200
米，同时涉及6个汽改水换热站
改造。工程工期从9月6日至10
月20日，共45天。

由于历山北路为济南市北
部南北向主干道，主要相交路
口有滨河南路、水屯北路、北园
大街。该工程采取西侧非机动
车道全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历
山北路正常通行，不影响交通
线路。

该工程完工后，可以最大
程度地提升供热服务水平，改
善历山北路沿线36万平方米供
暖面积的供热质量。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廖
雯颖） 9月8日，韩国仁川航空
KJ212航班顺利抵达济南机场，
济南—仁川货运定期航线成功
开通，这是入驻济南航空市场的
首家外航定期全货航线。

仁川航空是韩国一家全货
机公司，2012年成立，2014年进
入中国市场。济南-仁川货运
定期航线的开通，标志着第一
家外航定期全货航线进入济南
航空市场。区别于之前的国际
货运包机，定期航线的开通，时
刻更固定、货运效率更高。据
悉，仁川航空公司是第六家在
济南开通韩国航线的航空公

司，此前山航、大韩、韩亚、易思
达和德威已先后开通济南往返
韩国的航线。同时，仁川航空也
是第二家落户济南的全货运航
空公司。

仁川航空该货运航班号为
KJ212，机型为波音737-400，
吨位数为16吨。初期运营班次
为每周5班，周二至周六每天一
班，计划9月下旬加密到每周6
班。该航班11:05从仁川起飞，
12:50抵达济南；14:10从济南
起飞，16:50返回仁川（均为北
京时间），非常便于货运代理落
地分发及经仁川中转到世界各
大机场。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张
帅） 危化品运输车属于高危
险品运输车种类，在运输过程
中稍有不慎，会严重危害人身、
财产安全，对环境造成破坏。近
日，长清交警大队依法办理了
一起危化品运输车交通违法案
件，对涉及超载运输危化品的
徐州某物流有限公司依法作出
五万元的行政处罚。这是长清
区目前为止对危化品运输单位
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的最重处
罚。

7月27日下午4时30分左
右，长清交警大队在长清崮山
收费站出口定点排查时，一辆
号牌为苏CN××××/苏C×

×××挂的重型罐式危化品运
输半挂车引起民警注意，执勤
民警随即命其停车检查。经核
查发现，该危化品运输车超过
核定载质量30%以下，属于超
载。执勤民警当场将车辆查扣。

近日，经报长清公安分局
批准，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长清交警决
定给予车辆所属的徐州某物流
有限公司罚款五万元的行政处
罚。依法做出处罚后，交警及时
向车辆所属单位下发了《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责
令其强化对驾驶员的管理教育
力度，坚决杜绝此类问题的再
次发生。

本报9月9日讯（记者
朱文龙） “咱们周末的采
摘活动还能报名吗？”9日，
大篷车周末系列采摘活动
报名异常火爆，原本500人
的QQ群瞬间爆满，不少读
者朋友纷纷前来咨询，询问
是否还有名额。在这里，大
篷车统一回复大家，名额尚
有，欲报从速。

大篷车此次推出的采摘
活动共有两期。在12日，大篷
车邀您一起自驾游，前往长
清区孝里镇南黄崖村，亲手
采摘当地的梨与核桃，品味
秋天的果实。在这里，您可
以看到青色的核桃悬挂枝
头，金黄的秋梨布满山坡，
青色盈盈，赏心悦目，黄色
灿灿，夺人眼球。在1 3日，
大篷车邀您自驾到平阴洪
范池采摘酸甜可口的苹果，
这里的苹果生长在泉畔，是
泉水浇灌出来的泉水苹果，
青青的苹果表皮带着一丝
红，咬上一口，酸甜爽口，沁
人心脾。

价格方面，核桃的采摘
价格为8元/斤。梨的品种主
要为水晶梨、黄金梨、爱宕
梨，采摘价格为4元/斤。由于
有的梨树比较高，需要爬到
梯子上，为了大家的安全，梨
园的工人会帮大家采摘。苹

果则以每斤3元的价格自由
采摘，此外无门票等其他消
费。

12日的行程，大家自驾
到达南黄崖村后，上午采摘
核桃、花生、枣以及花椒等
新鲜的农产品，下午采摘好
吃的梨。午饭可以自带，也
可以在当地的农家乐，想吃
什么点什么。采摘结束后返
回济南。13日行程与12日类
似。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拨打
本报热线96706126报名，也
可以通过张刚大篷车微信公
众号（查找公众号“大篷车”
或“qiludapengche”添加），或
加入张刚大篷车爱心QQ群

（群号313065810）以及齐鲁
乐 活 群 团 Q Q（ 群 号
472310400）留言报名。报名
时请留下姓名、人数、联系电
话和车牌号，集合的具体时
间、地点，我们将另行通知。

●交通进行时 ●休闲进行时

秋梨飘香，苹果鲜美，地瓜甘甜，核桃营养……

周周末末和和大大篷篷车车一一起起去去采采摘摘

9日，省直老干部柔力球展演交流比赛举办，共有十多支
队伍参赛。据悉，本次活动由山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主办，山
东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柔力球协会等协办。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历山北路开始“汽改水”

西侧非机车道封闭40天

危化品车超载被罚五万

济南-仁川货运定期航线开通

韩企抢滩济南航空货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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