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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雾锁城

开开到到了了路路口口，，可可看看不不见见红红绿绿灯灯
昨日遭雾锁城车主开车心慌，预报称雨雪天气将促使大雾消散

11个监测点

昨出现重度污染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李娜)
8日下午4时，烟台11个监测点

24小时空气质量指数 (AQI)都在
200以上，属于重度污染。其中莱
山区环保局最近 2 4小时AQ I达
282，接近严重污染。

据了解，进入冬季采暖期，
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等污染气
体的排放增多，我国北方大部分
地区陷入雾霾。进入12月烟台基
本没有强冷空气到来，刮风也主
要是 3 - 4级的西风和南风，这种
偏暖的气候不利于空气中污染
物的扩散。

12月3日以后，烟台连续三天
空气出现重度污染，6日天气转好，
空气质量转升为良，而8日受天气
影响污染继续。山东省环保厅发布
的空气质量预报，12月9日，我省半
岛、鲁南、鲁中、鲁西北地区空气质
量指数AQI≤100，空气质量为优
良等级。

“善小”实践

促管理创新提升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马俊 ) 近期以来，蓬莱公司
变电班开展了“善小一日”总结活
动，即在每天的班后会上，组织员
工总结工作得失，防微杜渐，促进
各项工作提升。

国网蓬莱供电公司

本报讯 12月4日，“山东
省教育厅留学中心国际教育基
地”授牌仪式在龙口第一中学
办公楼小会议室举行。一中校
长焦强林代表学校接受了牌
匾，这标志着龙口第一中学成
为具有山东省教育厅批准的资
格认定的国际教育基地。

山东省教育厅留学中心马
跃主任向龙口第一中学参加授
牌仪式的校长焦强林、副校长王
可文、副校长曹钧、办公室主任
王寿福、党办副主任刘景正以及
国际部校长刘其涵、主任谢基恒
等人介绍了留学中心的职责，探
讨了下一步合作的方向。

据留学中心资料显示，山
东省留学中心由山东省教育厅

直接领导，是山东省最大的留
学服务机构。主要负责留学中
介机构资格认证、留学人员回
国就业安置、国内人员留学培
训及手续办理等方面工作。该
中心历经11年的发展，与澳大
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日
本、法国、德国、荷兰等26个国
家的合法院校建立了密切合作
关系。最近三年，中心每年派出
的留学生总数在全省同类机构
中高居榜首。

龙口第一中学校长焦强林
对马跃一行表示欢迎，愿意在学
生出国留学方面展开合作，同时
还表达了拓宽留学渠道、为更多
学子提供留学机会、帮助众多学
生实现出国梦想的意向。

省教育厅留学中心国际教育基地落户龙口第一中学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孙
健 通讯员 盛春子) 8日上
午，烟台市气象台发布大雾橙
色预警信号，受此影响，烟台
国际机场近30个进出港航班
出现延误，有的航班取消当日
飞行计划。上午 1 1点 3 0分左
右，航班逐渐恢复正常，陆续
起降。

8日上午，烟台市区及多个
县市区迎来大雾天气。记者了
解到，早晨6点左右，烟台国际
机场周边出现浓雾，能见度一
度不足100米。

受此影响，计划于8日上午
起飞的近30个航班延误，其中
烟台至济南SC4896次、SC4818

次，烟台至长春SC4895次，烟台
至北京SC4853次、SC4857次5个
航班由于延误顺延，取消当日
飞行计划。

随着太阳升起，雾气渐散，
上午11点30分左右，烟台国际
机场能见度达到1000米左右，
达到飞机起降标准。

1 1点 2 6分，烟台至广州
SC4897航班率先起飞；11点51

分 ，上 海 虹 桥 机 场 至 烟 台

FM9073次航班顺利降落，随后
航班陆续起降。

由于计划于上午9点至11

点间起飞的航班数量最多，这
个时间段内造成的滞留旅客人
数最多。上午11点左右，还没有
任何航班起飞，机场大厅内所
有的座椅都被旅客坐满。

据机场工作人员粗略统
计，8日上午在机场大厅和隔离
室内等待的滞留乘客1000余
人。“多数旅客的情绪比较稳
定，冷静等待航班恢复。”工作
人员说，为了安抚滞留旅客的

情绪，机场免费向乘客们派发
了矿泉水和饮料。临近中午，对
于航班延误两小时以上的滞留
旅客，部分航空公司还联系机
场，向乘坐本公司航班的旅客
发放盒饭。

“总体来说上午的航班延
误时间较长，复航后，下午的航
班多少受到延误顺延的影响，
但延误时间大多在一小时以
内。”机场工作人员说，本次航
班延误是近两周内出现的第二
次大面积延误，都是由于大雾
造成的。

大大雾雾锁锁机机场场，，近近3300个个航航班班受受影影响响
上午滞留乘客1000余人，11点30分左右复航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
晏坤 李娜 于飞) 8日是“大
雪”节气次日，烟台未迎大雪，
倒是迎来了今冬首场大雾。烟
台市气象台于8日8时发布今年
冬季首个大雾橙色预警信号。
上午9时，烟台11个监测点空气
质量呈现中度到重度污染。

8日凌晨开始，烟台市区范
围内莱山、牟平等地开始被大
雾笼罩，部分区域能见度还不
到20米。8日上午9时，烟台11个
监测点空气质量呈现中度到重
度污染。中午市区能见度有所
增加，空气质量一直没有起色。

8日上午，本报多路记者在
莱山区、牟平区、海阳市、莱阳
市等县市区主干道上看到，各
条道路上车辆均已打开大灯、
雾灯或双闪警报灯，行驶缓慢。
能见度最低时，十字路口处的

红绿灯都难看清。
据烟台气象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虽然8日上午浓雾弥漫，
但其成分与前几天的雾霾天不
同。“8日大雾的水分含量都在
90%以上，污染物质微颗粒比前
几天少多了，也就是说要把8日
的大雾与雾霾天区分开。”

“平常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今天跑了两个半小时，雾太
大。”8日上午，市民赵先生从莱
阳开车回烟台，因为根本看不
清楚路况，只能跟着前面的车
慢慢往前挪。

8日上午，市民赵先生开车
从莱阳到烟台，刚刚上路，赵先
生就犯愁了，因为路上的能见
度太低，“要是有人横穿马路，根
本看不清楚，太危险了。”赵先生
说，因为着急回烟台，所以只能
硬着头皮开。平时车速保持在

100公里左右，可是当天只能开
到五六十公里，而且还要小心
翼翼地跟着前面的车开，因为
心里没底，他不停地叮嘱坐在
副驾驶上的朋友帮他看路。

赵先生说，路上有几处路
口信号灯根本看不清楚，心里
直打鼓该不该过。有一次他看
到前面的车过去了，他也跟着
往前开，走近后才发现是红灯。

“真是看不清楚，要是稍微有点
影，可不敢闯红灯啊。”赵先生
说，平时从莱阳老家返回烟台，
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可是
当天他跑了两个半小时。

据气象部门预计，随着冷
空气影响加剧，本场大雾天气
随着8日夜间雨雪天气的出现，
逐渐消散。烟台市气象台也已
于8日15时00分解除了大雾橙
色预警信号。

进入秋冬季，烟台特别易
发突发性浓雾，也就是辐射
雾，主要是因为夜间地面辐射
冷却，靠近地表的空气温度
低，当气温降低到露点或露点
以下时达到饱和凝结，形成逆
温现象。水汽与凝结核下沉至
地表附近，使空气中的水汽达
到饱和所致。

“大范围的浓雾多发生在
夜长、气温低的冬季或比较寒
冷的冬半年。”气象部门工作
人员说，烟台属于沿海地区，
水汽充沛，冬季也就比较容易
出现大雾天气。另外风速对辐
射雾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本报记者 王晏坤

省教育厅留学中心国际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龙口第一中学举行。

8日，市区大雾，一位推车人在雾中艰难前行。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24个高速收费站

昨日临时关闭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孙健
于飞 通讯员 王国良) 记者

从烟台市公路部门获悉，8日的大
雾给高速公路出行造成了一定影
响，烟台市境内的沈海高速、荣乌
高速、西港区疏港高速以及烟海高
速的24个收费站陆续关闭交通。

烟台客运船舶

今日全线停航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钟建
军 通讯员 郝光亮 ) 继8日大
雾天气之后，9日烟台将迎来大风
天。记者从烟台海事局获悉，受即
将来临的大风天气影响，烟台至大
连、蓬莱至旅顺等省际客运船舶将
于9日凌晨全线停航，预计9日夜间
恢复营运，10日凌晨再次停航。

据烟台海事局工作人员介绍，
8日上午的浓雾天气对船舶往来影
响不一。龙口港区能见度很差，8日
早晨6点40分停止船舶进出港，当
日傍晚恢复正常；芝罘湾港区8日
上午能见度约900米，限制危险品
船和施工船进出港，至傍晚恢复正
常；浓雾未对客运船舶往来造成影
响，航班正常。

据最新气象预报，烟台海域9

日夜间到10日白天，西到西北风6

级；10日中午增强到7-8级阵风9

级，中浪中涌，转大浪大涌。
受即将来临的大风天气影响，

烟台至大连、蓬莱至旅顺等省际客
运船舶将于9日凌晨全线停航，预
计9日夜间恢复营运，10日凌晨再
次停航。

相关新闻

烟台为啥易发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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