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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
转6～ 7级阵风9级，最高气温
28℃，最低气温25℃。

第一次高潮在2:47，潮高4.85米；

第一次低潮在9:03，潮高1.65米；

第二次高潮在14:28，潮高4.25米；

第二次低潮在21:31，潮高1.10米。

12日滨海
浪高4 . 5米
减至2.0米，
浪向东南，水
温25.4℃。

8月12日
市区天气

8月12日
海洋预报

浪高2.0~4.5m

27℃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28℃。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湿度

80%~100%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28℃。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28℃。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27℃。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28℃。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26℃。

阴有阵雨，西南风7～8级转6～7级阵风
9级，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26℃。

市区

多云间阴有阵雨，西南
风4～ 5级阵风7级，
24℃～28℃。

多云间阴有阵雨，北风
3～ 4 级，2 3℃～
28℃。

8月13日

市区

8月14日

◎开奖

排列3（19216期）
6、5、8

排列5（19216期）
6、5、8、0、9

七星彩（19093期）
7、6、0、9、8、4、5

福彩3D（2019216期）
4、0、8

双色球（2019093期）
红球：05、07、08、09、20、

22；蓝球：02

8月11日
空气质量 16
市南区东部

市南区西部

市北区南部

市北区北部

李沧区北部

李沧区南部

李沧区东部

崂山区西部

崂山区中部

黄岛区东部1

黄岛区东部2

黄岛区西部1

黄岛区西部2

城阳区北部

城阳区南部

即墨区1

即墨区2

0.002mg/m3

0.004mg/m3

-

-

0.007mg/m3

-

0.002mg/m3

-

0.002mg/m3

0.006mg/m3

0.003mg/m3

0.002mg/m3

0.002mg/m3

19 优

12 优

16 优

18 优

16 优

16 优

19 优

- -

19 优

14 优

19 优

15 优

14 优

- 16 优

- 17 优

8月11日19时发布

- 16 优

0.001mg/m3 10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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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滨海浪高1.8米，水温25.3℃。
8月14日滨海浪高0.8米，水温25.3℃。

□半岛记者 王媛 报道
本报8月11日讯 针对第9号

台风“利奇马”台风带来的大风、暴
雨恶劣天气，岛城提前采取防范措
施，力保市民“菜篮子”。11日午间，
市商务局发布实时监控信息，目前
岛城“菜篮子”市场供应基本正常。
市商务局根据市政府和市防指

的紧急通知要求，及时将台风“利奇
马”的运行路径等情况，通知各区市
商务部门、批零市场、生猪生产企业
和“菜篮子”商品储备企业，要求抓
紧组织货源，加大调运力度，落实专
人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城市供

应。
8月10日，对市场监测情况看，

批零市场交易正常。抚顺路、华中、
城阳三大批发市场蔬菜上市量为
2569吨，较9日增长12%。猪肉上市
量为2751头，较9日增长4 . 8%。各
大超市、室内农贸市场正常经营，品
种齐全、数量充足，价格平稳，商场
超市和农贸市场顾客明显增多，肉
菜等副食品购买量大幅增加。据了
解，每位顾客都按照2～ 3天消费量
储备蔬菜等副食品。
8月11日，抚顺路、城阳批发市

场蔬菜上市量2472吨，比平常上市

量有较大增加。利群集团、利客来、
家乐福、佳世客等超市正常营业。货
源充足，价格平稳，但客流量较10
日大幅减少，购买量较少。
为保障安全，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露天或大棚式农贸市场和批发
市场全部暂停营业。大型商超成为
“菜篮子”商品供应主渠道。从目前
看，整个“菜篮子”市场货源充足，价
格正常，运行较为平稳。
市商务局将加强监测预警，做

好市场调控，确保市场供应不脱销、
不断档；同时，做好5200吨夏淡季
蔬菜的管理，做好随时投放的准备。

货源充足，价格正常，岛城“菜篮子”运行平稳

恶劣天气，吃菜不愁

□半岛记者 韩小伟

8月 11日半岛记者获悉，
根据山东省畜牧总站发布的最
新数据统计显示，第31周（7月
29日～ 8月 4日）我省生猪、鸡
蛋价格回落。

生猪价格略降

据全省26个集贸市场价格
定点监测，我省生猪价格高位震
荡，回落探底。第31周，我省生猪
平均价格为18 . 99元/公斤，同
比回升 4 6 . 4 1 %，环比回落
0 . 9 4 %。猪肉价格企稳，为
3 1 . 6 0 元 /公斤，同比升高
42 . 60%，环比持平。仔猪价格
继续向上，当前仔猪价格为
4 5 . 3 6 元 /公斤，同比上涨
98 . 43%，环比升高0 . 73%。由
于母猪短缺以及后市涨价预
期，仔猪价格涨幅明显大于猪
价涨幅，仔猪成本已经超过生
猪育肥成本的一半以上，自繁
自养与外购仔猪育肥利润将显
著拉开。
畜牧专家认为，生猪价格

高位震荡，只是市场的自我调
整，不具备下降基础。目前生猪产
能去化严重，中短期供给短缺难
以得到改善，奠定了猪价景气基

础；其次，夏季高温影响生猪出
栏体重、加大养殖难度，成为年
内猪价上行契机；三是，商品猪
转母猪也将一部分商品猪留
种，减少了未来一段时间商品
猪的供应量。

鸡蛋价格回落探底

第31周，我省鸡蛋价格回落
探底。本周鸡蛋销售平均价格为
8 . 88元/公斤，同比升高6 . 60%，
环比回落7 . 40%，每公斤比上周
降低了0 .61元。
当前鸡蛋价格高位回落，

主要是短时供大于求所致。其
中，产能增加，据山东省畜牧兽
医局对34家蛋鸡规模场数据监
测，2019年 5月产蛋鸡存栏环
比增加了 7 . 49%，鸡蛋产量环
比增加了 2 . 60%。鸡蛋供应量
比去年同期走高，据对我省 17
个县的鸡蛋交易量调查数据显
示 ，鸡 蛋 交 易 量 同 比 增 加
12 . 28%，环比减少1 . 16%，市场
供需呈现阶段性宽松，造成鸡蛋
价格高位震荡。
预计后市，猪价步入上涨

周期，相对鸡蛋而言更多利好
淘汰鸡和肉鸡消费，估计淘汰
鸡节奏快慢或将整体跟随猪
价。

鸡蛋1公斤降了6毛多
省畜牧总站发布最新数据，生猪、鸡蛋价格下降

□半岛记者 王鑫鑫 报道
本报8月11日讯 按照以往

的经验，恶劣天气往往献血者会
比较少，但是，8月11日这天却是
个例外。伴随着阴雨大风，不少献
血者纷纷赶来，踊跃献血。据统
计，当天全市一共有90人献血，
捐献全血15600毫升，血小板76
个治疗量。
据血站工作人员介绍，炎热

的夏季为献血淡季，近日O型血
库存走低，市中心血站的献血服
务科外采组对广大献血者进行
了就近电话招募，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积极响应。下雨天气，通
常献血者会比较少，但 8月 11
日是个例外。
11日上午一大早，爱心献

血车刚停到城阳国货，就有三四
个献血者陆续前来献血。即使台
风将至，空气又闷又热，但前来献
血的人络绎不绝。截至8月11日
下午4点，城阳国货累计献血30
人次，10600毫升，半数以上爱心
献血者都要求献血400毫升。
据统计，全市周末两天共有

337人献血，捐献全血85900毫
升，血小板160个治疗量。

无惧风雨爱心涌动

上周末两天岛城337人撸袖献血

向流星许个心愿，是件很浪漫
的事。这样的机会来了。天文专家介
绍，8月13日，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
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的流量将迎
来极大，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13
日晚至14日晨面向东北方天空观
赏，用肉眼捕捉拖着长尾巴的流星
划过夜空的精彩瞬间。
天津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李梅

丛介绍，英仙座流星雨活跃期为每
年7月中旬至8月下旬，流量大且稳
定。该流星雨的群内流星速度较快，
为59千米／秒，且呈现蓝绿色，亮
流星较多。由于8月10日是西方洛
朗圣神的节日，因此在西方国家又
把英仙座流星雨称为“圣洛朗的眼
泪”。近年英仙座流星雨一直相对稳
定，天顶流量每小时为60颗至100
颗。
天文预报显示，今年英仙座

流星雨的流量极大预计出现在 8
月 13日，持续时间比较长。13日
10时至23时，它的ZHR（每小时
天顶的理论流星数）都会保持在
一个较高水平，最大可达 110颗
左右。
“不利的条件是当日恰逢农历
七月十三，距离满月只有两天，观测
时会受到强烈的月光干扰，一些暗
弱的流星将无法观测到，但一些超
亮的火流星依然会光彩夺目。好在
次日凌晨3时以后，月亮就会下落，
因此后半夜观测更加适宜。”李梅丛
说。 据新华社

13日可赏流星雨
“圣洛朗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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