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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9月3日讯（记者 赵
卓琪） 随着九月份的到来，济南
也越加凉爽。回想起这个夏季，似
乎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太寻常。
没有高温天的七月和厚积薄发的
八月，让大家在“质疑”里度过了这
个夏天。数据显示，这个夏天，济南
不算热，且7月份气温异常偏低。

从气象学对入夏严格的界
定来看，一般当某地5日滑动平
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22℃，则将
第一个序列的首个平均气温大
于22℃的日期作为当地夏季的
起始日，而今年的济南其实在5
月16日时就已经完成了入夏“动
作”，较常年早了四天。

虽说入夏早，但并没有带来
太多的“热意”。6月份济南的平
均气温是26 . 1℃，较常年偏高
0 . 5℃。然而到了应该最热的7月
份，平均气温却仅有25 . 4℃，较
常年偏低了1 . 5℃。

常言道“冷在三九、热在三
伏”，而今年又迎来了为期40天
的“超长版”三伏天，济南也从7
月16日正式进入了头伏，然而入
伏后的雨水和冷空气加持，仿佛
是给泉城打开了空调，整个7月
份也没有出现一个高于35℃的
高温天。

随后进入八月后，济南似乎
是找到了那么点夏天的感觉。湿
度加上较高的气温，济南进入了
妥妥的“桑拿天”模式。8月7日立
秋后，济南还正处在盛夏，直到8
月18日气象台还在发布高温橙色
预警，最高气温飙升到了37℃。刚
刚过去的八月，济南平均气温为
26.4℃，较常年偏高了0.9摄氏度。

记者从济南市气象台了解到，
今年夏季济南全市平均气温为

26.0℃，较去年偏低了1.1℃，而相
较常年仅偏低了0 .1℃。整个夏季
共出现了15天35℃以上的高温天
气，其中6月出现了9天，8月出现了
6天。“从高温天的数量来看，与常
年相比是相近的。”济南市气象台
预报科科长张永婧说。今年夏季济
南的气温总体来说正常，其中6月
正常，7月气温异常偏低，8月偏高。

为啥今年7、8月份的气温不
按常理出牌呢？一旦副热带高压，
不按照季节规律适时北抬，长期
停滞少动，就会导致一个区域高
温干旱，另一个区域暴雨洪涝。

“今年副热带高压北抬较常
年稍晚一些，正常来说一般是在

7月的中下旬北抬，但今年7月份
整体还是比较偏南，到了8月份
才北抬上来。”据张永婧介绍，副
热带高压主要控制高温高湿天
气，加之7月份济南白天云量较
多，而且下的雨量持续时间较
长，对气温的影响更大，因此7月
份大家才会感受到明显的“清
凉”。随后，伴着副热带高压的北
抬，直到八月份济南才开启了高
温湿热模式。

目前，济南的气象概念上的
夏季基本已经过去，但大家还是
要警惕“秋老虎”，它时不时喜欢
杀个回马枪，注意增减衣物，谨
防感冒。

这个夏天济南不算热
虽5月16日早早入夏，却在最热的7月没热起来

复建孔子闻韶台 鼓子秧歌响起来
济阳将打造黄河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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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山东省廉洁征兵监督员
及监督举报电话信息公示

为有效维护广大应征青年合法权益，山东省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依据有关规定择优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离退休干部、教职
员工、媒体记者、退役军人、热心群众等群体中遴选了8名廉洁征兵
监督员，作为兼职监督人员，履行群众监督职能。为切实增强征兵
工作透明度，同时将各市县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予以公示，自
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确保我省征兵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省级廉洁征兵监督员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张刚 山东管理学院教研室 主任 13793183215 人大代表

李新峰 山东省自主创新促进中心 主任 13305311119 政协委员

李居清 原济南军区基层建设杂志社 社长 13869187518 离退休干部

王亚军 省军区原沂源民兵装备仓库 政委 13065061685 离退休干部

刘艳红 济南大学纪委监察室监督检查科 科长 13370509050 教职员工

张依盟 大众日报 记者 13583163693 媒体记者

魏海战 济南增强物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18615201917 热心群众

韩建军 自主择业 15588877211 退役军人

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

本报济南9月3日讯（记者
于悦） 记者在9月3日济南市举
行的“全力打造‘五个济南’加快
建设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发布会
上获悉，作为黄河畔的济阳区将
利用地理优势，重塑黄河风情，
打造黄河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区。

千百年来，济阳因济水而
名，伴黄河而兴。2500年前，孔子
游历济阳、研修韶乐，留下了“子
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千
古美谈。区内文化遗产多、文物
遗迹多、历史名人辈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子秧歌声震

全国，享誉海外；黑陶、柳编、老
粗布等工艺久负盛名。

黄河流经济阳五个镇（街
道）73个村庄，河道56 . 5公里，
堤防60 . 7公里，是黄河下游唯
一中心城区紧邻黄河的区县和
流经长度最长的区县。济阳具
有发展黄河文化旅游的先天优
势。济阳区副区长牟晓丽表示:

“我们将抢抓机遇、先行先试，
以资源聚合、项目结合、产业融
合为载体，用心用情做好‘黄河
文章’，奋力打造黄河文旅融合
发展样板区。”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
福河”，济阳区将充分挖掘黄河
文化精髓，整合优化生态、旅游、
农业等资源要素，塑造黄河风情
品牌形象。围绕“闻韶圣地、善美
济阳”，推进闻韶台、文庙复建,
引入引领性文旅产业项目。加快
推进三官庙汉墓、刘台子遗址等
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建设，打造黄
河以北独具特色的文旅项目。目
前，正在与乐华恒业集团、祥生
集团进行洽谈，并签订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涵盖休闲、观光、游
乐、演艺、康养等内容。

今年副热带高压北抬较晚，导致7月份济南白天云量较多，且雨量持续时间

较长，致使最热的7月份没有一个高温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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