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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今日青岛

市区天气

明天
多云，北风5—6级转4—5级，

气温-2/1℃。

今天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局部有小

雨雪，北风3—4级转4—5级，阵风7

级，气温0/4℃；今天夜间，多云间
阴局部有阵雪，北风5—6级，气温
-2/1℃，相对湿度40%—90%；郊区
温度-3/5℃。

郊区天气

多云间晴 -2/4℃

多云间晴有阵雪
-4/4℃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有有阵阵雪雪
--44//44℃℃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
--33//55℃℃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有有阵阵雪雪
--44//44℃℃

多多云云间间晴晴有有阵阵雪雪
--33//44℃℃

本报记者 李晓闻

康菲妄言，不能听之任之

近
日，康菲
石油中国
公 司 表
示，基本
没有证据

显示渤海湾漏油事故对环境产生
了影响。对此，烟台牟平区姜格庄
镇的扇贝养殖户感到难以接受
(本报12月20日A07版曾报道)。

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
已逾半年，当时，渤海湾上的油花

整整飘溢了三个多月，污染海面
累计达5500平方公里。就在渔民
纷纷对康菲提起索赔诉讼之时，
康菲却公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
渤海湾蓬莱19-3号油田今年6月
份发生的漏油事故对环境产生了
影响。

这已经不是康菲第一次在公
众面前妄言了。6月份的时候，康
菲曾宣称污染面积只有几百平方
米，被记者戳穿后当场狂言：我们
就是在骗你们！愤怒的应该不止
是受损失的养殖户，还有广大关

注康菲漏油事件的国人。作为国
际大公司，康菲已经在国内丧失
了声誉，甚至已经不再顾及面子，
一次次在公众面前“耍赖”。我们
也许暂时无法制止康菲这一系列
的言行，但我们不得不担心的是，
受损的广大养殖户怎么办？谁来
给他们一个说法？对于康菲的妄
言，我们真的只能听之任之吗？

有人说，康菲的行径，是出于
对巨额赔款的惧怕。然而河北、山
东养殖户损失惨重，总不能就这
样不了了之吧。国际上对石油公

司污染海洋事故的处罚一直都非
常严厉，难道到了中国，一句“证
据不足”就可以让康菲免于责罚
吗？我们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康菲

“耍赖”，而是相关部门的不管不
问。按照常理来说，康菲当受责
罚，受损养殖户应当得到赔偿。不
过，这些“常理之中”的事，究竟何
时才能成为事实呢？

未来三天岛城将迎大风降温天气
局部有阵雪，市区最低气温-3℃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张杰) 新一股冷空气
21日将正式影响青岛，受其前锋影响，20日，青岛结
束晴好天气。记者从青岛市气象台了解到，21日开
始，冷空气正式进入青岛，未来三天青岛将会出现
大风降温和降雪天气。

受冷空气前锋影响，20日一整天都是阴沉沉
的天气，大部分时间都有轻雾笼罩。这样的天气状
况也让空气质量出现了明显下降，记者了解到，20

日空气状况属于轻度污染，白天最高气温下降至
4 .8℃，比前日下降了1℃左右。

记者从青岛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三天青岛
市受一股冷空气影响，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21日
晚上北部可能还会飘落雪花，但量不会大。22日白
天起天气逐渐转好，但气温会比较低。同时21日中
午以后北风也会逐渐加大，一直到22日夜间北风
会逐渐减小。23日市区将会出现-3℃的低温。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孟艳) 临近圣诞和
元旦双节，下周(2011年12月26日—2012年1月1日)

青岛出发飞往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机票价格继续
走低，有心出行的市民不妨多多留意。

圣诞节、元旦马上就要到了，出行及返乡人
流有所增加，但青岛出港机票价格在下周总体还
是处于较低水平，飞往南方多地的机票价格依然

有低至3折的机票出现，借年底假期错峰旅行是
个不错的选择，提醒市民应尽早确定行程、提早
订票。

记者登录携程旅行网查询，在最低折扣方面，
飞往广州、南京、成都和武汉最低3—3 . 5折；飞往上
海、深圳和杭州最低4—4 . 5折；飞往北京、重庆、厦
门和沈阳的最低折扣是5—6折；飞往大连最低8折。

双节临近机票价格未升

由青岛市气象局青岛市气象台提供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蓝娜娜) 20日，青
岛世园会召开环境综合整治(一期)动员大会，会
上宣布明年1月15日将完成园区所有土方调配
工作，为日后的大面积植树打好基础。

青岛世园会副秘书长齐树青介绍，截至目
前，世园会已经种树7000棵，待明年1月15日土方
调配工作全部完成后，将集中在2月份至4月份进
行种树，预计2012年全年，乔木、亚乔木种植数量

达到近3万棵。“因为春季种树树木的成活率高，
所以我们要加紧工期，在1月中旬将土方调配工
作做好。”齐树青说，明年将首先在园区天水路沿
线、北区人行道两边等重要场所进行种植。

据了解，世园会28条主道路已有三分之二
完成了路基施工，60%的管线施工也已完成。明
年正式开工建设各主场馆，2013年10月底全面建
成，并于11月投入试运行。

世园会下月中旬完成土方调配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赵波) 桥隧开通
带来的旅游热一直不减。20日，记者了解到，元
旦期间，旅游集散中心将有大巴车走桥隧直通
黄岛，像黄岛野生动物世界、即墨新空间温泉
等景点都可乘坐旅游大巴，详情市民可以电话
咨询。

据介绍，旅游集散中心将在元旦期间开通

多条短途旅游线路。明年1月1日至3日天天发
车，发车时间为：早7：30青岛汽车东站始发，8：00

途经四方长途汽车站，8：30途经馆陶路汽车站，
8：40途经火车站旅游长途汽车站，旅游景点包
括黄岛野生动物世界、即墨新空间温泉。其中，
旅游大巴直接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中间不加点，
不进店，全程直通。

元旦期间桥隧游直通车天天发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珍梅) 20日，记者
了解到，青岛市妇联女子就业服务市场定于12月23

日(周五)上午将举办一场“女性就业”专场招聘会。
地点在市北区敦化路23号丙(海博家居城5号门对
面)，有求职意向的可前往参加。

据了解，参加本次招聘的企业提供了信贷员、

回访员、保险代理人、护工、服务员、人力资源管理、
营销、前台主管等职位，同时现场向外来务工人员
免费提供就业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

招聘会时间：23日9：00—12：00；地点：市北
区敦化路23号丙(海博家居城5号门对面)；咨询
电话：83083586

本周五有女子专场招聘会

市立医院本部

明日有义诊

本报12月20日讯(通讯
员 伊丽明 记者 董海
蕊) 22日，市立医院本部
将在门诊四楼启动中医养
生保健门诊，当天到该门诊
就诊患者免挂号费和诊查
费。

冬至是传统中医冬季
进补、养生的大好时机，也
是“三九贴”疗法开始的第1

天。“三九贴”疗法，是根据
中医“冬病冬治”、“子午流
注、适时开穴”理论，进行穴
位贴敷，可以扶正祛邪，调
补阴阳，能够帮助人体抵抗
外邪，预防疾病，其主要适
应症有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妇产科疾病，以及风湿
骨病等。

22日，市立医院本部将
在门诊四楼成立中医科养
生保健门诊，并举行义诊，
当天在该门诊就诊患者免
挂号费和诊查费。23日上午
10点，还将在本部门诊7楼
学术厅，进行冬季养生保健
讲座及咨询。

省内城市

济南 多云转晴 -4℃/2℃
德州 多云转晴 -3℃/2℃
聊城 多云转晴 -4℃/4℃
泰安 多云转晴 -4℃/4℃
莱芜 多云 -4℃/3℃
菏泽 雾转多云 -2℃/5℃
枣庄 多云转晴 -2℃/6℃
济宁 多云转晴 -3℃/4℃
临沂 多云转晴 -2℃/6℃
日照 多云 0℃/6℃
烟台 多云转阴 -2℃/2℃
威海 多云转阴 -1℃/3℃
潍坊 多云 -4℃/4℃
淄博 多云转晴 -5℃/2℃
滨州 多云转晴 -3℃/2℃
东营 多云转晴 -3℃/3℃

海洋预报

由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提供

今日滨海浪高1 . 8米，浪向北，水温
8 . 6℃。第一次高潮00：31，潮高3 . 63米；第
二次高潮13：26，潮高3 . 59米。第一次低
潮0 7：3 3，潮高0 . 7 6米；第二次低潮
20：01，潮高1 . 14米。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杨宁) 为了记录糖
球会从举办以来的发展变化，四方区现面向社
会征集历年糖球会照片。

投稿要求：照片需紧扣主题，能够反映糖
球会历年的发展变化，特别欢迎80年代以前的

糖球会老照片。投稿方式：电子稿照片发送到
sf_whj@qingdao.gov.cn邮箱，必须注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常用联系方式；实物照片可
送至四方文化馆（鞍山二路40号）。截止日
期12月31日。

糖球会征集老照片

合肥路附近

部分用户23日停气

23日上午8：00—10：30，
将对合肥路856号北国之春
悠然苑、劲松六路102号北
国之春采菊苑包括范围内
的天然气管道燃气用户暂
停供应管道燃气，10：30—
11：30陆续恢复供气。

据了解，停气期间市
民需要关闭燃气灶具及软
管前阀门。市民如有疑问，
可拨打热线电话12319进行
咨询。(记者 蓝娜娜)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李晓闻) 21日上午
10：30-11：00，青岛市大学生创业者将在市高校
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内，为吉林路小学的贫困
生举行“送温暖，献爱心”捐资助学圆梦活动。

此次圆梦活动将为吉林路小学家庭经济困
难的18名学生奉献爱心。本次活动预计将筹得
善款2万余元，另外还有电脑、图书、学习文具及
衣物等。

大学生创业者为贫困儿童送温暖

12月19日，“南洋商业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南商(中国)’]总行及
上海分行乔迁庆典”在位
于浦东世纪大道的“南洋
商业银行大厦”隆重举行。
庆典以“龙腾盛世 展鸿
图”为主题，显示南商(中
国 )凭借内地及香港两地
金融服务经验、依托中国
银行集团优势、推进本土
化进程的决心。

以此次搬迁为契机，
南商(中国)有望在未来几
年内，积极发展，为客户提
供更全面、更优质、更便捷
的综合银行服务。

南商(中国)喜迁新址

提速本土化进程

北京 多云转晴 -4℃/2℃
天津 多云转晴 -4℃/2℃
石家庄 多云转晴 -2℃/5℃
呼和浩特 晴 -14℃/-6℃
上海 小雨转阴 5℃/11℃
南京 阴转多云 5℃/9℃
合肥 多云 0℃/6℃
杭州 阴转小雨 5℃/8℃
南宁 多云 7℃/23℃
广州 多云转阴 13℃/20℃
福州 多云 13℃/19℃
海口 多云 17℃/20℃
郑州 多云转晴 -2℃/5℃
武汉 多云 1℃/10℃
长沙 阴转多云 6℃/10℃
南昌 多云 7℃/13℃
哈尔滨 晴转阵雪 -16℃/-9℃
长春 多云 -15℃/-9℃
沈阳 晴 -16℃/-6℃
乌鲁木齐 阵雪 -16℃/-11℃

国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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