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
风6级，最高气温2℃，最低气温
-1℃。

第一次高潮在6:28，潮高4.05米；

第一次低潮在1:21，潮高0.75米；

第二次高潮在19:13，潮高4.10米；

第二次低潮在13:44，潮高-0.20米。

14日滨海浪高
0.6米，浪向北，水温
7.0℃。

1月14日
市区天气

1月14日
海洋预报

浪高0.6m

1℃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3℃，最高气温2℃。

崂山

黄岛

城阳

即墨

胶州

平度

莱西

湿度

45%~85%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4℃，最高气温3℃。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5℃，最高气温3℃。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5℃，最高气温2℃。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4℃，最高气温2℃。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5℃，最高气温2℃。

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
气温-5℃，最高气温2℃。

市区

晴转多云，东南风3～

4级，0℃～3℃。

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
雪，东北风3～ 4级，
0℃～3℃。

1月15日

市区

1月16日

◎开奖

大乐透（20006期）
前区：09、22、25、31、32；后

区：08、12

排列3（20013期）
0、8、1

排列5（20013期）
0、8、1、0、7

福彩3D（2020013期）
4、4、7

七乐彩（2020006期）
基本号：02、05、08、15、16、

21、29；特别号：17

1月13日
空气质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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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4mg/m3

0.103mg/m3

0.105mg/m3

0.102mg/m3

0.095mg/m3

0.095mg/m3

0.100mg/m3

0.070mg/m3

0.100mg/m3

0.102mg/m3

0.123mg/m3

0.110mg/m3

0.114mg/m3

89 良

135 轻度污染

138 轻度污染

134 轻度污染

125 轻度污染

125 轻度污染

132 轻度污染

94 良

132 轻度污染

134 轻度污染

162 轻度污染

144 轻度污染

127 轻度污染

0.098mg/m3 129 轻度污染

0.110mg/m3 144 轻度污染

1月13日19时发布

0.114mg/m3 149 轻度污染

0.061mg/m3 90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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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滨海浪高0.5米，水温6.8℃。
1月16日滨海浪高1.1米，水温6.7℃。

□文/图 半岛记者 关瑛 报道
本报 1月 13日讯 动感花灯

“祥鼠嫁女”，熊出没、蓝精灵、小猪
佩奇主题花灯……1月13日下午，
半岛记者前往帝一铭海参·2020青
岛花灯会的举办地汇泉广场，发现
花灯正在紧张地制作安装，二十余
个大型花灯已布置完成。

据悉，本届花灯会将于2020年
1月25日～ 2月9日(正月初一到正
月十六)在青岛市市南区汇泉广场
火热举行，灯会以“灯影奇境·中国
年”为主题，分为花灯初上·主题花
灯展、一纸匠心·民俗非遗展、年味
食光·小吃美食展、鼠你有戏·梦幻
大剧场四大板块。
1月13日，记者在采访现场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布置花灯会
场地，二十余组大型花灯布展已经
完成，安装好的花灯虽然灯还不亮，
但无论是从构思创意上，还是造型
颜色上都鲜艳夺目。一座造型别致
的入口“宫殿”已经搭好，“帝一铭海
参·2020青岛花灯会”几个大字届
时将醒目地悬挂于正上方。动感花

灯“祥鼠嫁女”已经搭好，届时将呈
现出喜庆炫目的效果。以熊出没、蓝
精灵、小猪佩奇为主题的一组卡通
人物形象的花灯融合现代科技、潮
流装置，流光溢彩中给人亲切活泼
之感；梦幻长廊则利用最新的光影
技术和科技手段，让游客身临其境，
感受探秘奇幻秘境的新奇体验。
据介绍，本届花灯会将有四十

余组不同风格的大型花灯亮相青
岛，其中包含冰雪世界、小猪佩奇、
祥鼠嫁女、熊出没、天女散花、三星
高照、曹冲称象、春江花月夜、长廊
灯、渔夫和金鱼、孔融让梨、蓝精灵
等，从人物、山水、花鸟等角度诠释
了对新年的美好祝福。
本届花灯总设计师、淄博市花

灯协会会长、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
向仁表示，此次呈现的花灯，有三分
之一带有动感效果，尤其是“孔雀开
屏”等花灯更是出访过俄罗斯等国
家，加上LED效果更彰显出花灯的
无限魅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50元灯会门

票+38元马戏杂技团票的套票仅售
29 . 9元。需要注意的是，所有优惠
购票将在年前结束，正月初一开始
下午4点之前的白日票为30元；下
午4点之后夜间票价格为50元。

□半岛记者 娄花 报道
本报1月13日讯 1月13日，

半岛记者采访获悉，本轮成品油计
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持续震荡，导
致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不断在
正值范围内波动。14日24时，年内
成品油零售限价首次搁浅将落地。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张馥

丽介绍，本计价周期，因美国与伊
朗的局势冲突问题，致使油价波动
性非常大，前期局势紧张之时引发

油价出现暴涨，后期因局势降温，
加之美国原油和成品油库存均大
幅累库，从而施压油价快速下行。
因此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虽在
正值范围内持续变化，但波动幅
度较大。据卓创测算，1月10日收
盘，国内第 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
变化率为0 . 64%，对应汽柴油上
调25元/吨，由于仅剩1个工作日
的时间，相对应的成品油调整幅
度低于 50元/吨的调价红线，14

日 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或遭遇
搁浅。
国际原油方面，伊朗局势暂告

一段落，后期，油市将重归基本面
引导，市场将重点关注欧佩克加深
减产落地的情况，特别是伊拉克和
尼日利亚缺额减产能否改善问题。
因此高位盘整或成为后期油价走
势的主旋律，原油变化率大幅上涨
的概率较小。预计本轮成品油零售
限价搁浅将是板上钉钉。

□半岛记者 刘金震 报道
本报1月13日讯 艺术类专

业校考将于2月份举行。1月13
日，省招考院为考生发布艺考提
醒，开放了校考网上报名系统。据
悉，该系统仅用于山东省考生报
考在济南、青岛、淄博、潍坊四市
统设考点进行艺术类专业考试的
省外院校。
参加驻鲁高校艺术联考或校

考，必须登录各院校网站，查询专
业考试信息。参加省外设点高校
校考，须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网站（http://www.sdzk.cn）
进行报名、缴费。省外设点院校校
考报名开始时间为1月13日，截止
时间为所报高校开考前3天（例

如：考试开始时间为2月4日，报名
截止时间为1月31日下午5时），
考试开始时间为2月2日和2月3
日的，因开考前3天为法定假期，
报名截止时间一律为1月27日下
午5时。
据悉，考生需要于考试前2天上
网（http://www.sdzk.cn）打印校
考准考证。请仔细阅读准考证上的
考试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按规
定时间在指定考场参加考试。考生
应该提前熟悉考点、考场位置，准
备好考试规定的证件及考试用品。
艺术专业校考持续时间较长，请各
位考生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
物；合理安排交通工具及行程路
线，注意交通、饮食及人身安全。

科技助阵，花灯更美
帝一铭海参·2020青岛花灯会紧张布展中，记者带您先睹为快

喜庆动感的花灯“祥鼠嫁女”已经搭好。

美伊冲突致使油价波动

本周或迎年内首次油价搁浅

艺术类校考开始网上报名啦

扫描二
维码优惠购
票


	A2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