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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6月16日讯（记
者 廖雯颖） 入夏了，空气
就是不一样。据省环保厅通报
全省大气质量，5月青岛、烟台
和威海3个沿海市表现亮眼，
蓝天白云全月打卡，拿了“全
勤”。仅有聊城、济南、枣庄、德
州、菏泽5个市蓝天数不足20
天，全省平均蓝了 2 4 . 2天。
PM2 . 5平均浓度59μg/m3，接
近良好标准。

16日，山东省环保厅通报
5月份全省大气质量排名。上
个月，全省“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能见度≥10公里）天数平
均为24 . 2天，同比增加了0 . 3

天；全省未出现重污染天气，
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了0 . 6
天。蓝天数最多的城市是青
岛、烟台、威海市 ,为31天，获
得“全勤”奖。最少的是聊城
市，为18天。蓝天数同比增加
最多的是临沂市，增加10天；
同比减少最多的是菏泽市，减
少8天。除菏泽外，莱芜、滨州、
聊城、济南、枣庄和德州也出
现了蓝天天数同比恶化。重污
染天数同比减少最多的是东
营市，减少4天。

5 月份，全省细颗粒物
（PM2 . 5）平均浓度为59μg/m3

（微克 /立方米），同比改善

7 . 8%;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平均浓度为118μg/m3,同比改
善17 . 5%；二氧化硫（SO2）平
均浓度为38μg/m3,同比改善
20 . 8%；二氧化氮（NO2）平均
浓度为 3 5μg /m 3 ,同比改善
10 . 3%；其中，PM2 . 5浓度最
好的城市是威海市，为29μg/
m3，最差的城市是菏泽市，为
79μg/m3；同比改善幅度最大
的城市是青岛市，为36 . 8%；
同比恶化幅度最大的是菏泽
市，为16 . 2%。除菏泽外，枣
庄、聊城、莱芜和济南出现同
比恶化。PM10浓度最好的城
市是威海市，为59μg/m3，最差

的城市是济南市，为157μg/
m3；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的城市
是威海市，为33%；除了德州同
比持平，其余16个市都出现同
比改善。

二氧化硫浓度最差的城
市是淄博，为66μg/m3；同比改
善幅度最大的城市是临沂，为
53 . 8%；同比恶化的城市仅有
聊城，为15 . 2%。二氧化氮浓
度最差的城市还是淄博，为56
μg/m3；同比改善幅度最大的
城市是枣庄，为30%；同比恶
化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济南，为
5 . 1%。此外，淄博也出现同比
恶化。

据省环保厅流域处通报，5月
份，全省省控重点河流COD（化学
需氧量）和氨氮平均浓度分别为
24 . 2mg/L（毫克/升）和0 . 84mg/L，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改善0 . 3%和
24 . 4%。四大流域中，除小清河流域
外，其余流域氨氮平均浓度均出现
改善，其中淮河流域改善幅度最
高，为56 . 7%；小清河流域则受干流
在济南市出境辛丰庄断面水质严
重超标影响，氨氮平均浓度同比反
弹9 . 7%。COD方面，受青岛、东营、烟
台等市部分断面COD浓度同比上
升影响，省辖海河流域、半岛流域
COD平均浓度分别反弹了28 . 2%和
15 . 3%,水质出现一定波动。

今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要
求到年底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5月
份103个省控断面中，除26个已断流
或正在河道整治的河流外，有64个
断面水质达到或优于五类标准，13

个断面水质劣于五类。全省17市中
仍有6个市存在劣五类水质断面，其
中东营市5个，青岛市、淄博市、滨州
市各2个，济南市和聊城市各1个。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小清河出境断面

水质严重超标

滨州市秦口河下洼闸断面监
测出COD浓度22mg/L、氨氮浓度
2 . 05mg/L，氨氮浓度超标。省监察
总队现场检查发现，该河段存在多
处污水直排问题。其中山东省阳信
县至尊清真畜产品有限公司屠宰
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污水处理
站处理，从厂区东北角的一处水泥
管道直接外排至沟盘河。经监测，
COD浓度 1 3 9 0 m g / L、氨氮浓度
13 . 5mg/L，而五类水质标准分别是
40mg/L和2mg/L。此外，刘庙村渡
槽西发现一处污水直排口，每天排
水量约1000方。经监测，COD浓度
192mg/L，氨氮浓度42 . 6mg/L。该村
为回民聚集区，约7000人，有养殖和
屠宰肉牛的传统。该村生活、养殖
及屠宰废水均排入沟盘河。阳信县
环保局按照调查组的要求对该区
域进行了排查，共发现10家肉牛屠
宰加工企业，其中6家无环评审批手
续。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屠宰废水未处理

直接排入秦口河

旅旅游游地地有有疫疫情情，，想想退退团团却却很很难难
一市民取消跟团韩国游计划，因临近出行日只能退15%团费

上上个个月月，，咱咱省省蓝蓝天天““报报到到””比比较较勤勤
全省平均蓝了24天，同比增加了0 . 3天，PM2 . 5均值接近良好

张女士介绍，前不久，她
通过当地一家旅行社报名和
儿子一起去韩国旅游，当时的
报名费是每人2660元。后来韩
国出现比较重的中东呼吸综
合征疫情，由于担心，6月8日，
她到当初报名的旅行社询问，
旅行社告诉她韩国游正常发
团，张女士却仍在犹豫，在发
团前三天，张女士才告知旅行
社要退团，不去了。双方就团
费退还问题产生分歧。

“不是我们不想去，是那
边有疫情了，这属于不可抗
力，所以我们要求全款退还。”
张女士说，而旅行社工作人员
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禁
止赴韩游，所以这属于张女士
单方面违约，按照合同约定，
只能退还15%的费用。

“她6月8日没说不去，说
再和家人商量一下，后来又说
去，我们才给他们办了手续，
可是快出发时却不去了，我们
已经办理了手续、机票，所以

根据合同规定，我们只能退
15%的费用。”该旅行社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6月15日下午，张女士告
诉记者，旅行社同意总共退还
她1000元费用，但是她并不满
意。

淄博市旅游局旅游质监
所一名工作人员对此表示，国
家没有禁止去韩国，因此双方
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
义务，因此张女士的做法构成
了违约，应就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该工作人员同时提醒，游
客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时，一定
要充分考虑各种情况，在必要
时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仁君认为，不可抗力是指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
服的情况，张女士这种情况应
该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他
建议双方可以再协商，如果协
商不成，张女士可以根据合同
约定，申请仲裁或者起诉。

880000元元买买只只古古牧牧犬犬第第二二天天就就死死了了
专业人士提醒：购买宠物犬也需看“健康证明”

本报临沂6月16日讯（记者
高祥 实习生 邱明） 临

沂市的刘先生近日花800元买
了一只两个月大的古牧犬，没
想到买回家第二天就死了，经
宠物店工作人员检查，小狗原
来患有犬细小病。工作人员提
醒，购买宠物狗要注意观察狗
的健康情况，同时别忘了查看
狗的健康检疫证明。

6月11日上午，临沂市居民
刘先生在某网站上看到临沂市
河东区芝麻墩附近一狗场出售
两个月龄的古牧幼犬。他联系
这家狗场后得知，他在网上看
好的古牧幼犬已经全部卖给了
一名狗贩子，狗场老板随后给
了他这名狗贩子的电话号码。

11日中午，刘先生与这名狗贩
子相约在临沂市区一家银行门
口见面，对方开着三轮车带来
了3只古牧幼犬。刘先生经挑选
后，选了其中一只毛色纯正的
小狗，经过讨价还价，最终以
800元成交。

由于公司安排他当天下午
到外地出差，刘先生就将小狗
送到了附近一家宠物店寄养。
谁知当晚7点多宠物店员工就
给刘先生打来电话，说小狗拉
稀，怀疑不健康。第二天，还在
外地的刘先生又接到宠物店
的电话，小狗病情加重，出现
了血便，宠物医生诊断是得了
犬细小病，已经输液治疗，但
效果不佳。等到刘先生的朋友

赶到宠物店时，小狗已经病
死。

刘先生认为，小狗买到手
之前就已经染病，卖狗方理应
承担责任。但他多次联系狗场
和狗贩子，对方均表示与他们
无关，最后干脆不再接他的电
话。狗场老板告诉记者，买主是
跟狗贩子交易的，这件事跟他
没关系。他还强调，宠物狗交易
都是这样，一边收钱、一边挑
狗，卖出去就不管了。

为了避免买到病犬，多位
宠物医生建议，购买宠物犬应
该到有正规犬类销售营业执照
的宠物店，购买时可以要求商
家出示狗的健康与检疫证明，
并索要发票。

相关新闻

●事件

游客怕疫情退团，对方只退15%团费

1、人数不够解除合同，
组团社应退还全部费用。《旅
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旅行
社招徕旅游者组团旅游，因
未达到约定人数不能出团
的，组团社可以解除合同。但
是，境内旅游应当至少提前
七日通知旅游者，出境旅游
应当至少提前三十日通知旅
游者。因未达到约定的成团
人数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
当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
部费用。

2、行程结束前解除合
同，应将余款退还游客。第六
十五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
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
社应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
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3、游客患传染病，旅行
社可解除合同。《旅游法》第
六十六条规定，旅游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旅行社可以
解除合同：患有传染病等疾
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
康和安全的；携带危害公共
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
部门处理的；从事违法或者
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从
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
的活动，且不听劝阻、不能制
止的等。组团社应当在扣除
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
旅游者；给旅行社造成损失
的，旅游者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4、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
旅行社要退余款。《旅游法》第
六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
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
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
件，影响旅游行程，合同不能
继续履行的，旅行社和旅游者
均可以解除合同。

●提醒

这些情况旅游合同才可以解除

淄博一市民报团去韩国旅游，可是受到中东呼吸综
合征的影响，担心不安全，犹豫再三后，在出发前三天，向
旅行社要求退团，但是旅行社告知这时只能退还15%的
团费，双方由此产生纠纷。团费该如何退，有啥依据吗？

本报记者 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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