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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
4级，最高气温21℃，最低气温
12℃。

第一次高潮在1:59，潮高3.90米；

第一次低潮在8:22，潮高1.90米；

第二次高潮在13:50，潮高3.60米；

第二次低潮在20:37，潮高1.20米。

9日滨海浪高
0.6米，浪向南，水温
22.5℃。

10月9日
市区天气

10月9日
海洋预报

浪高0.6m

17℃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6℃，最高气温21℃。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湿度

30%~85%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4℃，最高气温22℃。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3℃，最高气温23℃。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3℃，最高气温23℃。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3℃，最高气温23℃。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1℃，最高气温23℃。

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4级，最低气温
11℃，最高气温23℃。

市区

小雨转阵雨，南风3～

4级，16℃～18℃。

阵雨转阴，东北风3～
4级，15℃～21℃。

10月10日

市区

10月11日

◎开奖

排列3（19267期）
0、3、5

排列5（19267期）
0、3、5、4、4

七星彩（19115期）
4、6、8、3、5、8、6

双色球（2019115期）
红球：04、10、11、14、

15、29；蓝球：05

福彩3D（2019267期）
8、9、8

10月8日
空气质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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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mg/m3

0.020mg/m3

0.017mg/m3

0.017mg/m3

0.022mg/m3

0.016mg/m3

0.012mg/m3

0.011mg/m3

-

0.011mg/m3

0.006mg/m3

0.007mg/m3

0.015mg/m3

54 良

64 良

61 良

65 良

57 良

64 良

55 良

54 良

- -

64 良

51 良

53 良

59 良

0.009mg/m3 64 良

0.024mg/m3 57 良

10月8日19时发布

0.028mg/m3 56 良

0.072mg/m3 97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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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滨海浪高0.6米，水温22.5℃。
10月11日滨海浪高0.8米，水温22.4℃。

□半岛记者 郭振亮 报道
本报10月8日讯 10月8日，记

者从青岛地铁获悉，10月9日起提
前3号线部分车站北向（开往青岛
北站方向）首班车时间。调整后调
整区域乘客最早可提前21分钟到
达青岛北站，可进一步满足早间乘
客出行及换乘青岛北站国铁列车
的需求。同时，根据季节性延时工
作安排，结合近期夜间延时时段客
流情况，受天气转凉影响，3号线持

续近2个月季节性延时于10月8日
结束。
据悉，本次调整将延安三路

站、双山站首班车时间由6:26和
6:41分别提前至6:12和6:20，延
安三路-清江路间各站随之提前
约15分钟，双山-永平路间各站随
之提前约22分钟。调整后，早间乘
客乘坐地铁前往青岛北站可换乘
的国铁列车数量再增加3列，可换
乘列车占比提高至91 .4%。

3号线末班车自10月9日起恢
复至青岛北站发车22:25，青岛站
发车22:40，提醒各位乘客乘车时
注意变化。延时期间为乘客夜间出
行和返程提供了极大便利，明年青
岛地铁将结合今年延时时段客流
情况提前开展线网季节性延时研
究工作。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上级有关

要求，自10月9日起，青岛地铁各运
营线路恢复常态化安检等级。

□半岛记者 陈源

逃离纷扰与喧嚣，让身心归自
然；摆脱亚健康状态，让身体动起
来！2018年，一场由半岛都市报与
安利共同打造的健康跑活动，在青
岛世博园留下了三千余人奔跑的身
影，今年，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又回来
了！

自然跑出健康范

跑步作为近年来最受市民欢迎
的大众运动之一，被视为一项全家
老小都可以一起参与的快乐运动。
2019年正值半岛都市报的二十周
岁生日，我们收获着满满的荣耀，不
忘初心，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健身的
号召，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与
安利公司共同发起了本次活动。让
大家在绿色的生活中感受自然，亲
近自然，忘却烦恼，释放压力，跑出
态度跑出健康。
今年的安利纽崔莱健康跑由半

岛都市报、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
公司主办，青岛前方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半岛都市报西海岸新闻、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青岛分公
司、唐岛湾公园、唐岛湾步行街管理
公司协办。地点位于唐岛湾公园，全
程7公里，风景优美，沿海空气清
新，真正实现“自然跑出健康范”！比
赛终点设有嘉年华终点互动区域，

丰富的体验式游戏及抽奖活动，让
您不虚此行，参与嘉年华可抽取最
高价值千元的奖品！不锈钢炒锅、安
利纽崔莱植物蛋白粉、运动营养饮
料……奖品丰富，快来享受健康跑
带来的快乐与收获！

千人奔跑盛会等你来

本次健康跑将于10月26日（周
六）上午10时在唐岛湾公园正式开
跑，年龄在18岁～ 60岁之间都可以
报名参加。报名费用每人20元，包
含赛事包、T恤、号码布、个人保险，
现场将为所有报名选手发放由乐友
孕婴童及佳贝艾特羊奶粉提供的饮
用水，并且完赛后还可凭号码布可
参与抽奖。装备领取时间为10月19
日到21日，领取地点在福州南路的
安利青岛体验馆，提醒大家领取赛
事包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报名确认
信息。
想要报名的市民可以扫描二维

码，关注“前方体育”微信公众号一
键报名。报名咨询电话：80889102、
66887667。

□半岛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10月8日讯 本计价

周期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呈现
出震荡后持续下跌走势。10
月8日，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
调整窗口开启，但由于本周期
测算的原油变化率所对应的
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幅度不
足50元/吨，国内成品油调价
遭遇搁浅。
“本计价周期以来，沙特
原油产量陆续恢复、中美贸易
谈判仍存不确定性，加之全球
经济数据低迷导致市场担忧
石油供应过剩，国际油价在经
历周期初的震荡后于国庆假
期间持续下跌。”卓创成品油
分析师孟鹏分析，受此影响，
国内测算的原油变化率于周
期末持续下滑，据卓创资讯测
算，截至10月7日收盘，国内
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
率为-0 . 55%，对应汽柴油下
调25元/吨。由于此幅度不满
足50元/吨的调价红线，故而
10月8日24时，国内成品油零
售限价调整搁浅。
孟鹏分析，后期来看，中

美贸易谈判及中东政治局势
仍是市场关注的重点，而全球
经济表现低迷则将对石油市
场形成长期的打压。下周期国
际原油价格走势仍不乐观，均
价继续下跌仍是大概率事件。
而根据卓创资讯的监测模型
显示，下周期伊始，原油变化
率将负值深位开局，预计10
月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
限价下调的概率较大。

10年老院口碑和实力过硬
读者纷纷预约种牙
目前盛典已持续超过两周，不少市民早上

7点半就来口腔医院候诊大厅排队咨询牙齿
种植。据悉，不少市民纷纷咨询都是看重10年
老院的好口碑以及过硬的专家团队，岛城爱牙
合作医院拥有实力非凡的双院长联合亲诊，加
之活动惠民力度之大，抢约热线8585 5666经
常被占线，截止到昨天下午，10年老院推出的
500颗进口种植体已经被预订大半，其它品牌
种植体也库存告急。

实力大咖双院长联合会诊
为读者口腔保驾护航
周年盛典期间，10年老院拥有实力过硬

的种植团队，种植团队由原三甲口腔种植科主
任黄院长和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韦院长领衔，两
位院长分别有种植牙数量超过2万颗和1万颗

的经验，在全口半口种植牙、疑难种植、高龄种
植等方面，也有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10年老
院，十二项种植牙金标准保驾护航，只为岛城
市民种上一口好牙，获得好口福。

特惠种植体仅余200颗
拨打8585 5666报名抢购
“我观望种植牙的价格已经2年了，以前
想种牙，但是价格太高没舍得种，就装了活动
假牙，活动假牙磨得牙龈生疼，现在周年盛典
价格这么实惠，还有这么好的院长亲自看牙，
亲自种牙，我决定把活动假牙换掉！”市民刘阿
姨乐呵呵的说。
岛城爱牙合作品牌口腔医院10年老院周

年盛典期间，推出了500颗价格低至1折的进
口种植体。由于预订火热，现在500颗种植体
只剩下200多颗。其它品牌种植体以及全口/
半口种植牙均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抢约需要赶
紧拨打热线：8585 5666。

读者疯抢1折种植体 目前仅余200颗
岛城爱牙合作口腔医院10周年盛典正在进行 抢约拨打：8585 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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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3号线今起“加早班”
两个站点发车提前，最早可提前21分钟到达青岛北站

油价调整搁浅
21日有望下调

自然跑出健康范

2019安利纽崔莱健康跑青岛站报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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