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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15

本周潍坊有两场雨
最高温 34℃ 上下

◎ 三日天气 ◎

◎ 生活指数 ◎

紫外线指数：弱

建议出门前涂擦 SPF

在 12-15 之间、PA+

的防晒护肤品。

21 日

本周 2 2 日，将迎来“夏
至”，这也预示着潍坊天气将越来

越热。不过，潍坊市气象局预报，

周中期可能会出现阵雨天气，届

时，气温下降；周后期的日最高气
温大约在 30℃ 至 31℃ 左右。周

末，潍坊再度有望迎来降雨。

20 日，潍坊天气晴朗，高空

少云，人体感觉有些闷热，早晚还

出现了轻雾天气。据气象监测信息
分析， 21 日，潍坊以多云天气为

主，南风转东南风 3-4 级，最高气
温 34℃ ，最低气温 21℃ 。到了 22

日夏至，潍坊市以多云转阴天气为

主，有雷阵雨，东南风 3-4 级，最

高气温 31℃ ，最低气温 23℃ 。气
象专家表示，周三夜间，一股弱冷

空气开始逐渐移入潍坊，到了周

四，潍坊有望迎来一场阵雨。不

过，此次降雨量不大，在中雨级

别。受此次冷空气影响，周后期，

潍坊市的日最高气温有所下降，预

计为 30℃ 至 31℃ 。到了周末，受

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共同作用影

响，还将有一场降雨天气过程。

周三就要进入夏至了，高温高

湿的天气会越来越多了。古人称农

历五月为“毒月”，因为农历五月

天气炎热，湿热温毒之气郁蒸，蚊

虫、微生物也大量滋生“夏至”是

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日。

“夏至”节气内，温度继续升高，

雨水也逐渐增多，潍坊市汛期雨水

主要集中在 7 月和 8 月。

多云间晴 南风 3-4 级
21℃-34℃

22 日

23 日

约会指数：较不适宜

虽然有风，但天热，建

议尽量不要去室外约

会，如果外出，请您挑

选阴凉地点。

洗车指数：较适宜

较适宜洗车，未来一

天无雨，风力较小，

擦洗一新的汽车至

少能保持一天。 宇宙黑洞神秘能量束正吞噬恒星

上亿年发生一次

处理污水成为日本一大难题，有科

学家应当局要求，研发出可供食用的

“粪肉”，有望透过人类“自我消

耗”，减低粪水排放压力。

香港《文汇报》报道，冈山实验室

科学家池田表示，粪便含丰富蛋白质，

将蛋白质从粪便分离出来，然后混合豆

类、牛肉等物质制成粪肉，味道和外观

均与牛肉差不多。

池田利用反应加强器将材料混合，

再放进称为“爆炸装置”的奇幻机器，

粪肉便大功告成。据悉，粪肉含 63%蛋

白质， 25% 碳水化合物，营养价值很

高。科研团队称，研究有助减低牛只粪

便排放量，但生产粪肉的成本比真正牛

肉的价钱高10至20倍。

日本发明粪肉

从粪便中提取蛋白质制成

美国宇航局“雨燕伽马射线探

测器”在例行扫描，距离地球约 40

亿光年的天龙星座时，发现其内部
出现一个神秘的能量源，而这股神

秘的能量正是来自某个黑洞的中

心，经过科学家分析，这个黑洞竟

然正在吞噬一颗恒星。整个过程被

探测器全部拍摄到，这是一个非常

罕见的宇宙事件，概率甚至低到只

有每 1 亿年才有可能被发现一次。

最终确定这是一颗恒星在被

超大质量黑洞吞噬的时候释放出

来的。黑洞撕裂恒星的过程中，被

撕扯下来的大量物质会在黑洞吸

积盘上形成质量漩涡，就像水池放

水时产生的漩涡一样，将释放大量

的能量。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天

文学教授 Bloom 教授认为：这个黑

洞可能是另一类型的黑洞，它不像
普通黑洞那样见到物质就直接吞

噬，整个事件更像是随机性的吞噬

行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

个星系之中，但其发生的概率非常

的低，并且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发

生，所以被观测到是一种概率极低

事件。

阿斯哈图冰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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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指数：较适宜

白云飘飘，较热，但风

稍大，能缓解较热的

天气。较适宜旅游，您

仍可陶醉于大自然的

美丽风光中。

阴有中雨局部大雨 南风

3-4 级 21℃-29℃

多云转阴 有雷阵雨 南

风 3-4 级雷雨时阵风 7 级
21℃-31℃

阿斯哈图石林位于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草原上群山呈现出典型的

丘陵地形地貌特征，四周险峻，而山

顶平缓起伏，冰石林在这平坦的丘

陵地带显得格外突出。专家分析，阿

斯哈图石林主要是由冰盖冰川的创

蚀、掘蚀和冰川融化时形成的大量

冰川融水的冲蚀作用下形成的，所

以叫“冰川石林”。

本报 6月 20日讯 (潘振刚) 苏宁

电器将从本周开始拿出五千万促销让

利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年中庆典活

动，向一直以来支持苏宁的消费者们奉

上一场家电感恩盛宴。据潍坊相关负责

人介绍，本次年中庆典，潍坊苏宁也争
取到了各大品类工厂独家的资源及货

源支持！此次年中庆典，苏宁将从产品、

价格、服务三个方面全面回馈消费者，

在持续明码实价的基础上，打造潍坊地

区半年度家电压轴回馈盛宴。，

众所周知，苏宁电器一直以来对

商场格局、产品陈列等购物环境方面

引领着潍坊电器消费市场，苏宁独有

的开放式展架、真机演示、丰富的出

样…，随着亚星桥店的重装成功开业，

潍坊新华路店、寿光渤海路店迎来半

年庆典、诸城店迎来 1 周年庆典，各品
牌、工厂将纷纷倾注促销资源鼎力支

持苏宁年中庆典，本周各大品牌的资

源、货源、特价电器已全面到位，苏宁

空调、冰箱、彩电、厨卫、手机、电脑、数
码全品类优惠让利全面开始放送，尤

其是 6 月底 7 月初，随着气温不断升
高，以空调、冰箱、风扇等夏令电器迎

来销售高峰，为保障广大消费者对空

调的需求，苏宁在货源上给予充足保

障之外，同时实现普惠让利，全面提高

空调服务等级，市区部分品牌可享受
即买即提即装的绿色通道服务，苏宁

力求第一时间成交、第一时间送货、第

一时间安装调试。苏宁年中庆典也将

针对刚刚结束考试的学生开展手机、

数码、电脑等产品的特惠销售！本周五
-周日苏宁电器 4 地 6 店同步联袂，将

全面让利消费者。

苏宁年中庆典本周开幕

打造半年度家电压轴回馈盛宴

家庭洗浴用水浪费严重
节水协会呼吁安装节水淋浴设施

本报 6 月 20 日讯(记者 董
惠)夏日临近，用水高峰到来。20

日，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普通家庭

安装节水设施的较少，洗澡用水

浪费问题仍普遍存在。据介绍，在

正常自来水压力下，洗浴喷头按

较大出水量计算，一小时就能白

白流掉半吨自来水。节水协会呼

吁市民安装节水淋浴设施。

据潍坊市城市节水办主任助

理范升海介绍，在对城市用水情

况的检查中发现，家庭洗浴用水

浪费问题较为普遍。“现在不少家

庭都注重节水，比如将洗菜洗衣
废水冲厕等。但现在问题主要在

于家庭中节水设施不配套。大量

水就在不知不觉的流掉了。”20

日，记者为此也进行了调查。

20 日，记者来到新华路新元

小区内，走访了多户居民发现，由

于小区建设较早，几乎所有家庭

淋浴上都未安装节能设施。受平

时用水习惯影响，洗浴用水浪费

现象也极为普遍。

据潍坊城市节水协会会员代

玉国介绍，一半的淋浴设备在正
常自来水压力(4KG)下，喷头出水

量极大，每分钟出水量一般在 15

升左右，有的可达到 30 升以上。

而据实验，每分钟出水量达到 6

升时就可保证洗浴效果。因而，如

果安装节水设施，在保证洗浴用

水正常的情况下，可有效控制喷

头出水量在每分钟为 7 升左右，

最高节水率达到 70%以上。

普通家庭中，因洗浴造成的

用水浪费不可小觑，相比安装节

水设施前每分钟 15 升的出水量，

安装节水设施后，出水量可控制

在 6升左右。这样以来，未安装节

水设施的淋浴喷头，一小时之内

就能白白流掉半吨水。因而，普通

家庭在树立节水意识的同时，应

自觉配套建设节水设施。

实践基地进社区
19 日，潍坊职业学院在芙蓉社区内进行了

“农业工程系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今后，潍
坊职业学院的学生将定期到芙蓉社区从事志愿
服务活动。 本报记者 郑雷 摄

潍坊“油改气”低息贷款很抢手
寿光欲购四百多辆新能源汽车

本报 6 月 20 日讯(记

者 郑雷)今年，潍坊的

大型车辆可进行“油改

气”，更换费用或直接购

买以液态天然气为原料

的大型车的单位或个人

还可享受中石油公司提

供的同期银行利率 80%

的低息贷款。20 日，记者

采访获悉，低息贷款很抢
手，寿光市已准备购买

400 多辆以液态天然气为
燃料的大型车，用作客运

车、公交车和环卫车。

2011 年 10 月底前，

潍坊将建成 5 座液态天

然气加气站，而潍坊的单

位或者个人，选择以柴油

为燃料的大型车辆进行

液态天然气改装，或者直

接购买以液态天然气为

燃料的大型车辆，中石油

昆仑能源有限公司将为

其提供低息贷款，贷款利

率为同期银行利率的
80%。今年在潍坊的优惠

名额为 1000 名。

记者了解到，10 月

底前，潍坊将建立一个大

型物流公司，为中石油所

提供低息贷款购买的车

辆进行统一管理，管理模

式与潍坊的出租汽车公

司类似。建成后的物流公

司将对 1000 辆车的贷款

进行监管，并为以液态天

然气为燃料的大型车辆

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由于大型车辆以液

态天然气为燃料与以柴

油为燃料相比，能节省下
40% 以上的燃料成本，很

多单位和个人都准备将

自己的大型车辆进行“油

改气”，或直接购买以液

态天然气为燃料的车辆，

低息贷款也变得很抢手。

目前潍城交运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及寿光市

已经确定购买以液态天

然气为燃料大型车的意

向。

记者了解到，寿光市

准备购进 400 多辆以液

态天然气为燃料的大型

车，用作城市公交车、乡
镇公交车、客运车及环卫

车辆等，而这些新购车辆

都将享受 80% 的低息贷

款。潍坊天泰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刘晋友告诉记

者，在今年年底前，寿光

将建立两座液态天然气
加气站，为寿光购买的新

能源汽车提供充足的天

然气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