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月2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高寒

美编：金红 组版：庆芳

A04-A05

寒寒潮潮一一““啸啸””而而过过，，挺挺过过周周末末就就好好了了
专家称下周一气温便可回升，不会严重影响春运

必要时可限行

中小学返校取消

本报讯 21日，省气象部门继
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强冷
空气影响，我省将出现一次寒潮天
气过程，预计22～24日我省将先后
出现降雪、大风和低温天气。

为应对寒冷天气，各市都出台
一系列应对政策。21日，济南市印发
文件，要求各部门确保交通运输安
全，必要时，可采取限行、组织分流、
间断放行等措施。

同时，济南不少中小学校取消
了原定于22日的返校活动，提前进
入寒假时间。根据原有安排，济南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寒假时间从1月
25日开始。1月22日为休业式，学校
组织全体学生返校部署寒假期间的
各项安排。

此外，自22日零时起，济南全市
建筑工地全面停工。待寒潮过后，另
行通知恢复施工。

21日，青岛市城市管理局发布
了红色低温预警，要求全市热企做
好供热保障工作，全市供热系统112

个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3122名调
试人员全部在岗执勤。为做好本次
低温天气应对工作，青岛各热企提
前进行了煤炭储备，目前全市供热
储备煤炭120万吨，能够满足40天的
供热需求。

同青岛一样，为了应对此次寒
潮天气，华能济宁电厂也通过采取
排查安全隐患、提升供热温度、加大
燃煤存储等措施，保证西部城区居
民的用暖。目前，电厂煤场储存了
16 . 3万吨含硫量低、发热量高的优
质燃煤，可用天数达20天以上。现在
每天保持进煤9000吨，全力确保充
足热源用煤。

而为了使流浪乞讨人员度过寒
潮，21日威海市救助站在市内各区
成立了10个临时性的救助点，确保
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
快速有效救助。

威海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
临时救助点依托敬老院、社区服务
中心、日间照料中心等机构设立，功
能齐全。在临时性救助点，流浪乞讨
人员可以得到暂时照料，之后会由
威海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妥善安
置。

1月21日09时18分，潍坊市气象
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对此，花
卉种植户均已早作准备，给它们盖
好大棚或在大棚内加穿“保暖内
衣”，恒温控制，确保花棚基地内温
度。 综合本报记者稿件

美美国国的的一一场场风风暴暴，，最最终终带带来来世世纪纪寒寒潮潮
浙江成风雪主战场，广东也可能见到雪

“纸老虎”也是老虎，很
多人都想知道，突如其来的
冷空气带着雨雪风暴席卷全
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其实，就是一个来自于
北极的极地涡旋。顾名思义，
极地涡旋一般都只发生在地
球的极地附近。作为一种持
续而大规模的气旋，一旦南
下就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
活。这次的大规模降温，就是
因为来自北极的气旋“变动
路线”一路向南了。

去年年底，一场风暴从
美国东南部产生后一路向北
到达冰岛，给北极地区带来
了大量热量。2015年12月30

日，北极气温急升35℃，从前
一日的-35℃一跃升至0 . 8℃，
比以往冬季正常气温高出近

30℃。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
冬季温度第二次升至0℃以
上。

这个带来北极“世纪之
暖”的气旋式风暴因为占据
了北极的“有利地理位置”，
导致本该呆在北极的涡旋

“被迫”离开了极地地区，携
带冷空气一路向南。目前，涡
旋盘踞在西伯利亚地区，冷
空气在此不断集聚、堆积，在
其西侧的偏北气流不时把一
些冷空气带到南边，这也是
近期我国北方偏冷的原因。

又加之其影响范围实在
广泛，除了新疆和东北地区
东北角，我国大部分地区都
遭遇了冷空气。

气象观察人士预测，“极
地涡旋”南下的大体路径为

穿越蒙古、内蒙古，直击东北
三省，之后沿东线沿海行走，
从朝鲜北部一路到达日本
海。随着寒潮进一步加强，北
极涡旋有南下之势，且在水
汽和冷空气结合之下，雪线
将进一步南移。据预测，浙江
很可能出现较大灾害，杭州
或同时面临极端低温与极端
降雪。福建大部以及两广，都
极有可能看见大雪纷飞。

同时，专业人士预测，
“极地涡旋”南下到华南地区
后会迅速失去能量而减弱，
因此南岭之南很难出现降
雪。但南方大部在迅速回暖
的同时，将迎来显著的降雨，
局地可能会有暴雨。

本报记者 任磊磊 整
理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记者
任磊磊）“‘世纪寒潮’来

了！”近日，已经到来的冷空气
成为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尽管
省内多地将迎来几十年来最
低气温，但专家表示，由于此
次寒潮维持时间比较短，所以
只能说是只“纸老虎”。

山东省气象部门预测，22
～23日，全省有小雪，其中烟
台、威海有中雪局部大雪。全
省平均降水量2毫米左右，最
大积雪深度可达3厘米。22日
夜间～24日白天，渤海、渤海
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将出现
7～8级阵风9～10级的偏北大
风；鲁西北的东部、半岛地区
和内陆湖面北风6～7级阵风8
级，其他内陆地区北风4～5级
阵风6～7级。

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孟祥新表示，寒潮是一个气象
标准，并非所有冷空气来临都
可被称为寒潮，不过此次降温
可被称为“寒潮”。据悉，寒潮
指的是某一地区冷空气过境
后，气温24小时内下降8℃以
上，且最低气温下降到4℃以
下；或48小时内气温下降10℃
以上，且最低气温下降到4℃
以下；或72小时内气温连续下
降12℃以上，并且最低气温在
4℃以下。

“此次寒潮其实是纸老
虎，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孟祥
新表示，和2008年相比，此次
寒潮虽然短期威力较强，但是
并不会形成长期低温的情况，
下周一气温就可以开始回暖。
今年也不大会出现像2008年
那样长时间低温降雪天气，也
不会对春运造成大的影响。

又讯（记者 李虎 陈之
焕）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
心发布辽东湾和莱州湾海冰
蓝色警报(IV级)。截至1月21
日，山东半岛北部的莱州湾海
冰面积455平方公里，相较此
前有大幅减少。目前渤海海冰
面积共约14191平方公里，少
于前日的近1 . 8万平方公里。

据了解，目前北海分局已
经派出中国海监3843飞机、中
国海监1126船、6支陆岸观测
队伍、两部海冰雷达观测车
等，开展海陆空立体化海冰观
测。同时，通过利用卫星遥感
和无人机等手段对渤海及黄
海北部海域海冰冰清进行覆
盖观测。

高高温温作作业业有有补补贴贴，，低低温温咋咋没没有有？？
省内尚无低温补贴政策，专家建议出台地方规定保护劳动者

本报记者 王小蒙

越是冷天越得靠人力

尽管穿着厚棉衣、棉鞋，带
着大厚帽子，刚捡拾完垃圾的马
洪亮还是冻得直哆嗦。他每天天
不亮就出现在纬六路高架桥上，
负责上下桥匝道口处的清洁工
作。最近因为持续低温，机扫车
不能上路，他负责的500米路段
的工作量也随即增大。

“捡拾完了还得用扫帚扫，
这几天颈椎也冻得难受。”马洪
亮说，高架桥上风比较大，刺骨
的风吹得他直打颤，冻感冒也是
常有的事。

在槐荫闫千户广场，保洁员
黄师傅只能放慢清扫减少出汗，
以避免感冒。虽然有沿街商店等
可以歇脚取暖，但怕麻烦别人的
他一般不进去。“半个小时就得
出来转一圈，找个背风向阳的墙
角窝一会儿就行。”

由于低温下机扫作业容易
路面结冰，道路保洁只能依靠人
工。“夏天高温超过38℃时可以
靠夜间冲刷和机扫上路作业，保
洁员也能休息。但冬天越冷保洁
员越没法休息，工作量还会相应
增大。”大观园环卫所刘所长说。

干30年没听过低温补贴

马洪亮说，夏季高温天可以

不用上路，并领了300块钱的高
温补贴，可冬季就除雪的时候给
发了一副手套，“特别期盼能发
点低温补贴添些防护用品，买个
围巾口罩啥的戴戴也行。”

与环卫工一样每天起早贪
黑，冒着严寒工作的还有建筑工
和交通协管员等。尽管里三层外
三层地套了多件衣服，但站得久
了双脚都冻得麻了起来，他们大
都没听过有低温补贴。

来自安徽的水泥工刘师傅
已在外打工30多年，“高温补贴
听说过，低温补贴从没听过。干
这么多年了，也从没领过。”另有
多名仍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交
通协管员表示，他们也从没有听
说过低温补贴。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没有
相应的法律规定，济南目前并没
有低温补贴等相关政策。

环卫工多高龄更应保护

济南市城乡建设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每年进入冬期施工
后，建委会会制定相关通知来保
障施工安全。对施工人员，则只
是规定要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
用品，但没有停工等硬性规定。

而济南市城管局则是通过
设置取暖点，呼吁商家接纳保洁
员进店取暖。个别区发放防护用
品过冬，但没有低温补贴这项保
障。

“极寒天气下，长时间户外
工作者不仅抵抗力会下降，也易
发呼吸道、心脑血管等疾病。”山
东省千佛山医院心内科专家玄
军说，寒冷的工作环境会对劳动
者肌体有一定损害，应给予相应
的补偿措施。而济南市8000多名
保洁员，年龄大都在50岁左右，
还有不少已是70岁高龄，更容易
患心脑血管疾病。

齐鲁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
陈瑞福认为，各地不该一味被动
地等着国家先立法，每个城市可
因地制宜制定最适合当地情况
的规定。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马
广海也认为，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应出台规范性文件，保护劳动
者。

本周末，省城将迎来46年来最低温。近日持续的降温中，不少户外工作者仍冒着低温坚守岗位。夏天时高温会停工或
发放补贴，但极寒天气下却没有补贴等保障措施，专家呼吁地方应主动出台规定，填补政策空白。

各地应对

●我国最冷气温前三名：

●全球最冷：

南极“东方号”科考站附近，1983年记录到了-89 . 2°С的低温。

●北半球最冷：

俄罗斯上扬斯克被称为“北半球的寒极”，最低温度-69 . 8℃。

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1月平均气温-31 . 3℃。

内蒙古根河市，一月平均气温-30 . 9℃。

黑龙江漠河县一月平均气温-30 . 5。

极地气旋被风
暴逼到西伯利亚贝
加尔湖附近。

我国浙江将成
为寒潮重灾区。

世纪寒潮·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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