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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都下雪！济南淄博等8市大到暴雪
强冷空气来袭，降雪之后明后两天会更冷

本报济南12月28日讯（记者 于
民星） 28日夜间，强冷空气抵达山
东，带来大范围雨雪、大风和降温天
气。据省气象台预报，本次雨雪天气的
主要降雪时段出现在28日夜间到29日
白天。到29日14时，全省除半岛地区仍
有降雪外，其他地区的降雪基本结束。
受降雪天气影响，大部分地区道路出
现积雪和结冰现象，提醒市民出行注
意交通安全。

28日17时前后，鲁中北部和鲁西
南等地沉浸在一片浓雾中，大部分地
区能见度在1000米以内。同一时刻，来
自北方的强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鲁西
北地区。“目前，鲁西北地区的风向已
经变了，逐渐变成了东北风。”据省气
象台首席预报员杨晓霞介绍，随着强
冷空气的到来，到29日凌晨2点，全省
范围内的大雾基本都会消失。

随着风向的转变，降雪也在逐步
逼近。“最早出现降雪的地区是鲁西北
的东部，预计28日晚上七八点钟就可以
看见雪了。”杨晓霞表示，到29日凌晨2
点，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将见雪。“鲁东
南部分地区先下的可能是雨夹雪，随
着气温不断下降，逐渐转变为降雪。”

具体来看，德州、滨州、东营和聊
城的降雪下得较早，但是也相对较小，
其他12市降雪量较大，达到大雪级别，
局部暴雪。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
照、烟台、威海和青岛等地降雪量在6～
8毫米，局部10毫米以上；菏泽、济宁、泰
安和枣庄降雪量4～6毫米，局部8毫米
以上；其他地区降雪量1～3毫米。全省
大部地区将产生对交通有较大影响的
积雪和道路结冰。28日16时10分，省气
象台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信号和道路
结冰橙色预警信号。

28日21点左右，济南开始有雪花飘
落。21点40分左右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在街头看到，雪越下越大，路边停
放的汽车以及路面上已经有明显积雪。

据介绍，本次雨雪天气的主要降
雪时段出现在28日夜间到29日白天。到
29日8时，鲁西北地区的降雪基本结束。
“到14时，全省除半岛地区仍有降雪外，
其他地区的降雪基本告一段落。”杨晓
霞表示，受强冷空气持续影响，半岛地
区累计降雪较大，半岛北部地区有大到
暴雪，积雪深度将达到10～20厘米。

本次寒潮和雨雪天气过程还将
给山东带来大幅降温。“自28日夜间
开始出现降温，整个过程全省的降温
幅度在10℃～14℃。”杨晓霞表示，
29日一早，出行的市民就能有明显的
降温体验，鲁西北、鲁中山区最低气
温将在-11℃左右。

随着冷空气持续影响，气温还将
进一步下降。最低气温出现在30日～
31日，其中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内陆地
区的最低气温将在-11℃～-15℃，局
部可能达到-16℃以下，其他地区最
低气温在-7℃～-10℃。预计，气温回
升基本要等到元旦以后，随着强冷空
气过去，山东迎来晴好天气，气温才会
逐步回升。到3日清晨，全省大部分地
区最低气温回升到-5℃～-7℃。

据新华社电 创下谈判药品数量之
最的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结果出
炉。国家医疗保障局12月28日在京召开
新闻发布会表示，有119种新药入围，包
括谈判调入的96种独家药品和直接调入
的23种非独家药品。专家表示，这批新入
围的药品在降价幅度和临床效果上实现
了“较高性价比”。

据悉，此次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力度空
前，且首次尝试对目录内药品进行降价谈
判。共计有162种药品进行了谈判，为历史
最多的一次。最终有119种药品谈判成功，
谈判成功率为73 .46%。谈判成功的药品平

均降价50 .64%，其中，有14种目录内的、单
药年销售金额超10亿元的独家药品谈判成
功并保留在目录内，平均降价为43.46%。

据悉，扩容升级后的国家医保目录
惠及的治疗领域也将是最广泛的。新入
围的119种药品涉及31个临床组别，占所
有临床组别的86%，患者受益面更大。利
巴韦林注射液、阿比多尔颗粒等新冠肺
炎治疗相关药品被调入目录，至此最新
版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所列药品已被
全部纳入，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

值得注意的是，为更好满足患者对新
上市药品的需求，今年8月17日前上市的药

品均被纳入此次调整范围，有16种今年新
上市的药品被纳入目录，释放出支持新药、
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鲜明导向。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还是要千方百计
‘保基本’。”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
长熊先军说，此次调整总体上说，在基金安
全总体可控的前提下，医保基金支出没有
明显增加，参保患者的药品支出明显节省，
医保药品保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通过本次调整，国家医保目录内的
药品总数为2800种，其中西药1426种，中
成药1374种。目录内中药饮片未做调整，
仍为892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泰来 通讯员 张瀚宇

元旦佳节就要来临，12月28
日，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通
过其官方微信发布了元旦出行预
警信息。元旦期间，我省高速公路
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往年
元旦出行大数据，交警部门还公
布了易发拥堵的路段时段。

从往年元旦假期拥堵数据来
看，G20青银高速清河城站附近、
G18荣乌高速邓王枢纽立交、S1
济聊高速馆陶县段、S83枣庄连
接线高速枣庄学院段、G2京沪高
速红花埠立交段、G3京台高速滕
州市附近、G2011济南绕城济南
西站至晏城枢纽立交路段、G35
济广高速济南立交附近、G1813
威青高速文登西枢纽立交等均是
易拥堵路段。

道路拥堵主要跟车流量的上
升有关。假期第一天，出行量增
加，拥堵数量上升，假期中有所下
降，假期最后一天，拥堵呈现小幅
回升。从时间段上看，拥堵高峰主
要集中在16时左右，建议广大车
主错峰出行。

从近5年岁末年初期间事故
发生日期分析，12月25日圣诞节
当天事故占比最高。从2016年至
2019年元旦3天假期来看，假期前
一天事故占比较高，假期第一天
略有下降，第二天达到峰值。道路
交通事故呈现出在节假日期间波
动起伏较大的特点。

根据近几年元旦假期相关数
据统计可看出，交通事故易发时
段主要集中在10时和16时—18
时。由于该时段也是车流量高峰
期，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119种新药以“较高性价比”入围国家医保目录
目录内的药品总数为2800种，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所列药品全部纳入

为防范应对28日夜间至31日的大范围
雨雪、强降温和大风等寒潮天气，济南公交
集团将及时启动冰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343
条公交线路上的6000多辆公交车全部出动，
13600余名公交员工坚守工作岗位，全力做好
冰雪恶劣天气下的营运保障工作。

据了解，在雨雪寒潮天气期间，济南公
交集团各级调度人员将上站上线。当线路
无法正常通行时，将采取停线、缩线、断行、
绕行等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
度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根据以往降雪天

气的客流特点和道路通行状况，济南公交
将采取区间车、大站快车、直达车、跨线支
援、中段屯车等灵活有效的调度形式，避免
出现站点留客现象。

为切实做好冬季恶劣天气的安全防范
工作，济南公交建立了应急指挥体系，成立
了15支应急队伍，共计300余人，为车辆配
备防滑沙千余袋、融雪剂12吨、除雪工具
220余套等应急物资，一旦出现降雪天气将
及时启动冰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飞跃

据威海市气象台12月28日16时预报：
29日白天到夜间，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阴
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北风转西北风8级
阵风10到11级，巨浪，巨涌；黄海中部，阴有
中雪，北风转西北风8级阵风10到11级，巨
浪，巨涌。为保障大风天气期间海上人命安
全，威海市海上搜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大
风黄色预警信息。

28日，威海海事局召开专题调度会，对

防抗工作进行重点部署。针对本次寒潮大
风天气时段重、温度低、周期长、影响广的
特点，要求各单位和部门预警传递到位、动
态管控到位、风险隐患评估整改到位、应急
值守到位。各海事处按照“四防一禁”工作
要求，加强预警信息传达落实，严格船舶禁
限航措施，强化现场巡查，多措并举加强大
风、大雾防抗工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连宁燕

葛相关新闻

12月28日晚上9：40左右，济南路边停放的汽车上已有明显积雪。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倩 摄

避免雨雪天站点留客，6000辆公交车全出动

海上搜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大风黄色预警

大风来袭，鲁辽省际客船停航
受强冷空气影响，烟台市将出现大风、

强降温、降雪天气。为保障大风天气期间人
员安全，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发布海上风险
黄色预警信息。根据山东省客运船舶航行限
制条件，烟台至大连航线、烟台至旅顺省际
航线客船自12月28日15时起停航。

据预报，烟台至大连航线海域28日早
晨到夜间阴有雨夹雪转中到大雪，有雾或
轻雾；最大风力北到东北风5—6级，傍晚转
6—7级，半夜转7—8级；中浪，中涌转大到
巨浪，大到巨涌。29日白天到夜间阴有中到

大雪，局部暴雪，最大风力北到西北风7—8
级；大到巨浪，大到巨涌。

烟台市海上搜救中心要求各相关单位
做好恶劣气象防抗、应急待命和救助准备工
作，严禁恶劣天气各类船舶违规出海作业，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大风天气水上交通安全。
受本次寒潮大风天气影响，客运船舶停航时
间较长，提醒出行旅客及时关注天气情况掌
握客运动态，提前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以免
耽误行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梁莹莹 通讯员 周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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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南京警方摧毁了
一条非法生产销售窃听器材的
网络黑色产业链条，缴获相关器
材两千余件。警方调查发现，这
些器材被生产者伪装成充电宝
销往全国各地，可以在使用者毫
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定位跟踪、
电话窃听。

这可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
而是已涉嫌犯罪。擅自对器材使
用者实施定位跟踪、电话窃听，
是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肆意侵犯。
不仅如此，非法生产、销售窃听
器材也属于犯罪行为。为此，我
国刑法专门设有非法生产、销售
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罪。刑罚规条如此明确而严
厉，仍有人选择铤而走险。

为最大限度地挤压窃听窃
照网络黑产的生存空间，相关部
门也得多长个心眼。一要用足用
好刑法，严格落实相关刑罚规
条，以“霹雳手段”对违法犯罪行
为实施全链条追责，让以身试法
者付出代价，让蠢蠢欲动者望而
却步。二要强化产品管控，及时
把容易“出问题”的电子器材纳
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以
强制性的检测与审核做好必要
的把关，堵上入口环节的监管漏
洞，让窃听窃照黑产难有可乘之
机。三要提升网络监管的敏感度
与穿透力，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力争第一时间发现线索，第一时
间作出响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南京
警方喝彩的同时，更期待当地能
一查到底，为窃听窃照网络黑产
治理贡献一个值得学习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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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王学钧

烟台

济南

威海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