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城事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梁莹莹 美编/组版：孙雪娇 今 日 烟 台>>>>

今今冬冬不不太太冷冷，，先先冷冷后后暖暖波波幅幅大大
冬日过半，进入四九天后寒意仍不浓，预计这个冬天算“正常”

今年莱州湾海冰

是5年来最轻的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张琪)

眼下已进入“四九”，往年在莱州湾
可以实现“冰上走”，但今年莱州湾
冰情较常年偏轻，被很多人称为海
冰“小年”。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站的专家称，今冬气温
偏高，冷空气入侵次数少，导致莱州
湾出现了近5年来最轻的冰情。

入冬以来烟台的气温总体偏
高，这是造成冰情较轻的主因。郑
东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7℃
以下的天数仅有8天，而去年低于-
7℃的天数是15天。这样一来，月平
均气温上升了，温度没降下来，造
成海冰偏轻。”

郑东介绍，今年莱州湾“初冰
日”提前来了，在2014年12月18日，
比常年提前了一周左右，不过冰来
得早，随后却没显示出持续的劲
头，而是随冰随化了。所以，今年的
海冰被定义为了“轻冰年”，比常年
偏轻，是近5年以来最轻的一次。

据了解，1月是烟台一
年中的最冷月，最冷时段在
1月中、下旬，常年平均气温
为-1 . 0℃和-1 . 1℃，大体上
对应“数九”寒天的三九、四
九，二十四节气的“大寒”前
后。

2000年以来，烟台1月
的寒冷日数(日平均气温≤
-5℃的日数)平均为3 . 7天，
少者一天也没有，多者2011

年有10天。平均最高、最低
气 温 分 别 为 2 . 0 ℃ 及 -
3 . 6℃，日较差为5 . 6℃。1951

年以来，极端最低气温是
1970年1月4日的-13 . 1℃；极
端最高气温是2002年1月11

日的1 5 . 5℃。今年1月4日
9℃的最高气温也是较为少
见的。

本报记者 蒋大伟

每年12月到次年2月为冬
季的三个月份，1月是烟台一
年 中 最 冷 的 月 份 。据 了 解 ，
2014年12月上旬和中旬，强冷
空气稳扎稳打，寒潮肆虐，导
致烟台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偏
低 3 . 4℃和 1 . 5℃，雨雪量有

19 . 5毫米之多，16日雪深达20

厘米。
1月18日是四九第一天。进

入一月份后，天空虽然隔日一
变脸，但小打小闹的天气过程
难改冬暖景象，多数市民没感
觉到多少“寒意”。

“数九以后，冷空气强势不
在，寒冷非但没有变本加厉，气
温反倒日渐缓和。12月下旬到1

月上旬的平均气温持续偏高
0 . 8℃，1月中旬继而偏高1 . 4℃，
雨雪也变得稀少。”烟台气象专
家吴树功说。

天气小打小闹，气温日渐缓和

“2014年对于全球来说是
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暖年，但
是全球增暖与冬季冷暖并没有
对应关系。”吴树功说，在此前
的13个增暖年中，烟台有3个暖
冬，6个冷冬，4个常态。

“气候系统非常的庞杂，当
前这种气候状态与高空盛行纬
向环流有关，西风带中多短波系

统活动，环流经向度较小，极地
冷空气难以出走南下，这是大部
地区气温偏高的直接原因。”吴
树功说，近期大气环流也未见有
调整转换迹象，因此冬暖态势还
将持续下去，依旧少有强冷空气
造访，1月下旬气温可能仍偏高。

据了解，今年冬天烟台前半
冬的温度虽然起伏较大，但其总

体平均值与常年同期相差不多，
只要2月份气温变化不严重跑
偏，那么事后对冬季的定性将很
可能是“正常”(冬季平均气温在
常年值的±0 .5℃以内)。

“2013年的冬季已经从前4

年寒冷状态转变为正常，2014

年冬季再次发生转折的可能性
很小。”吴树功说。

2014年最暖年与冬季冷暖关系不大

刘刘盛盛兰兰被被评评为为““最最美美助助学学人人””
面对关心，老人说“我身体还好，大家别担心”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王
晏坤 通讯员 李栋) 20日上
午，记者获悉，今年93岁的招远
蚕庄镇柳杭村老人刘盛兰入选
山东首届“齐鲁最美人物”，被评
为“最美助学人”。20日上午，记
者赶赴招远探望刘盛兰老人，老
人身体还好，仍在帮助别人。

20日上午，在烟台招远轮
胎西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记者再次见到刘盛兰老人，与
去年荣获央视“感动中国2013

年度人物奖”时相比，老人的气
色没有太大变化。看到有人前
来探望，老人爬满皱纹的脸上
满是笑容。

“除了起床困难，耳朵有点
背以外，老人的身体情况还算
不错。”老人74岁的堂侄刘建岳
说，一天当中，除了吃饭、看报
纸的时间能起来坐着外，其他
时间老人基本都躺在床上。天
气好的时候，护工会把老人推
到外面晒晒太阳。

“我身体还好，大家别担

心，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刘
盛兰老人对前来探望的人说。

如今老人的吃喝越来越简
单，只要每天能吃上鸡蛋，喝到
牛奶，他就很满足了，当然牛奶
里必须得加上白糖。“我现在吃
得太好了，每天都能吃上鸡蛋，
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老人
笑着说。

不过听到大家讨论他吃白
糖的事，老人像个孩子一样，

“嘿嘿”笑了起来。
虽已93岁高龄，刘盛兰老

人仍保持着阅读《齐鲁晚报》的
习惯，床头放了几份近期的报
纸和一个放大镜。“老人不太爱
看电视，就爱看报纸，最愿意看

《齐鲁晚报》，为了这个我们中
心特意订了一份给他看。”招远
轮胎西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管理人员杨贤娟说。

“现在生活都好了，只要自
己有点办法的，都不会出来求
助，既然人家有苦难，咱就得
帮，这个跟岁数无关。”老人说。

运管培训数据下月

与交警联网共享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 20日，烟台市驾驶员培训与
考试信息联网工作会议召开，从2

月2日起，运管培训数据与交警部
门考试数据将实现联网共享。学员
单科驾培学时达到规定学时，相关
数据传送到交警部门预约考试平
台后，学员才能预约考试。

目前驾培计时考核的数据都
记录在烟台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公
共服务平台，学员达到学时要求进
行预约考试时，由驾校向交警部门
提供培训记录进行预约考试，“个
别驾校不严格按照学时要求培训
学员，对驾培计时进行弄虚作假，
下一步运管培训数据与交警考试
数据联网共享，交警部门可直接从
网上查询到该预约学员的驾培计
时是否已经符合要求。”烟台市运
管处驾管科科长张德志说。

运管培训数据和交警考试数
据将于2月2日正式联网运行，“这
次联网将学员、驾校、交警部门、运
管部门四方紧密联系到一起，将保
证学员的合法利益，引导驾校规范
经营，强化行业管理信息化建设，
提高办事效率。”张德志说。

去年第四季度
共接旅游投诉61起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李凝
通讯员 盖颖) 记者从烟台市

旅游质监所获悉，在2014年第四季
度，烟台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旅游监察大队接到旅游投诉咨询
61起，为旅游者及旅游经营者提供
法律服务16次，化解旅游纠纷16

起，对立案处理的旅游投诉进行调
解 5次，为旅游者挽回经济损失
3647元。投诉案件处结率100%，满
意率100%。

馒馒头头企企业业生生产产标标准准，，烟烟台台国国内内首首定定
为保护市民餐桌安全，食品企业也是蛮拼的

本报1月20日讯(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徐海涛 ) 食
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体健
康，近年来，为保证市民餐桌安
全，烟台不少食品企业都在努
力，规范行业发展，实现生产标
准化，国内第一个关于馒头企
业的生产标准，就是烟台蓝白
餐饮有限公司制定出的。

“烟台能列入首批创建国
家食品安全城市名单，是一件
喜事和大事，通过上下一起努
力，可以为老百姓打造更加营

养健康的一日三餐。”烟台蓝白
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吉宏笑
着介绍。

任吉宏介绍，上世纪九十
年代末，烟台当时的食品和餐
饮市场混乱，一些个体商贩掺
假使杂，违法经营，有的黑摊点

“床板面板势必一块板，脸盆菜
盆用一个盆，老百姓对此很有
意见，市政府希望能有一家较
大的正规企业引领市场，为百
姓提供放心食品，蓝白应运而
生。”

“1998年建厂之初，我们就
制定了馒头生产企业标准，这
在国内同行业是第一家，2007

年，又在全国同行业率先承诺
‘拒绝增白剂’，这比国家后来

颁发的禁令提前了四年多。”任
吉宏说，如今蓝白经营网点已
经发展到300多处，分布在市区
80%以上的居民区，每天有十
几万市民吃蓝白食品。

食品安全，需要抓好每个
环节的管控。烟台蓝白餐饮有
限公司另一位负责人介绍，从
原料采购、质量检验、技术设
备、企业管理多方面都得做好
监管，“为保证品质和口感，包
子加热后、馅饼烙制后，都要求
在一定时间内售完，卖不完就
要下架处理。”该负责人说，对
这些包子和饼表面进行破坏处
理，防止再次上架。

任吉宏说，近年来，在政府
积极实施“放心早餐”工程和

“居民厨房”工程的推动下，市
区成长起来一批具有一定规模
的早餐、快餐连锁企业，但也应
该看到，在市区一些学校、医
院、商业街区、商务楼、大型居
民区等人口密集区域的周边，
仍有许多便当快餐为主的路边
摊、流动摊点，存在食品安全和
卫生质量隐患。

任吉宏介绍，借鉴青岛、潍
坊、临沂等城市的做法，建议有
关部门根据城市居民区、商业
区、流动人口密集区等发展情
况，按照宜建餐亭则建餐亭、宜
上餐车则上餐车的原则，在路
边摊点、流动摊点比较多、比较
乱的区域，规划一部分早餐亭
或早餐车点位。

1月是最冷月

烟台最高温达9℃

本报记者 蒋大伟

20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但“大寒”不寒，当天港城气温有所回升，
最高气温达到7℃。进入一月份后，港城似乎出现暖冬景象，1月4日最高气温达
到9℃，这是比较少见的。烟台气象专家吴树功对前半冬气候特征总结为：冬至
前寒潮威猛，数九后雪少风轻；小寒大寒都不寒，冷暖先后接踵至。

争争创创国国家家
食食品品安安全全城城市市

杨贤娟有空也会给刘盛兰读《齐鲁晚报》。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摄

相关新闻

刘盛兰老人是村里分散
供养的“五保”老人，19年来一
直捐资助学，细水长流，资助
百余学子重返校园。

老人自己舍不得吃穿，
十 几 年 来 没 有 新 添 一 件 衣

服 ，吃 着 捡 来 的 菜 ，几 乎 所
有的钱都捐了出去，最多的
时候同时捐助 5 0名学生 (本
报此前曾多次报道 )。不求回
报 ，持 续 捐 助 ，让 很 多 人 为
之感动。

刘盛兰捐资助学19年

龙口市旅游局推广
使用新版旅游合同

本报1月20日讯 (记者 李凝
通讯员 盖颖 ) 近日，龙口市

旅游局向旅行社企业下发了《关于
规范使用新版旅游合同》和《做好
文明旅游引导工作》的两项通知，
要求旅行社认真做好《旅游合同》
的规范使用和旅游团行前说明、导
游带团过程中提醒和行程结束征
求意见反馈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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