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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昨日高温刷新5月极值
雷雨暴风齐降临
今起
“退烧”
周末前后再迎降雨，气温回归20℃上下
□2018

36.6℃、仪征36.5℃、高邮36.3℃、宝
应34.8℃。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高
温的欲哭无泪。要知道昨天上午11
点，全市气温已经到了34℃左右，高
温暴晒了差不多整个白天。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降水的到
来，最高气温今天将有所下降，看着
今天室外凉爽的天气，大伙是不是
要感谢如此“体贴”的暴风雨呢？

而这一切的发生激发了大家对
狂风暴雨的呼唤 。 气象部门预
计 ，昨夜今天 ，雨水还是会降临
红红火火又一天 ， 高温再创佳绩 。 的 ， 且接下来的好几天 ， 降温效果也是
36.5℃ ！ 昨天的高温再次刷新 5 月极值 ， 相当不错的 。

烈日暴晒一整天
狂风暴雨夜间终降临

降雨来“退烧”
本周末再一次“泡汤”

大约今年以来，没有哪一天是像 一片高温。虽然雷暴橙色预计已发布，
昨天那么盼望雷雨大风的。实在是热 但身处扬州却一直摇摆在雷暴和高温
疯了，当你看着窗外树枝摇晃，风声呼 的两端，明知道天就快黑了，高温快不
啸，时而阴沉的天气，大伙不禁都在 在了，但雷暴也只是响了两声而已，连
想，是不是传说中的强对流天气就要 狂风都停歇了。
来了呢？
其实就在主城区大部分地区艳阳
在烈日的暴晒下，狂风的呼啸下， 高照的时候，西湖镇、槐泗、方巷都出现
白天过去了，可说好的狂风暴雨哪去 了雷阵雨。此外，北部地区的宝应、高邮
了？市气象部门发布消息，到了午后， 已被狂风暴雨笼罩，到夜幕降临时，宝
从北向南，从西到东，对流回波不断发 应已出现雷雨，并伴有8级风。时至晚
展移动，我台也发布了雷暴橙色预警 上9点，一场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已经要
信号，从预警分布图上来看，全省的预 集结完毕；晚上9点半，伴随着电闪雷
警分布泾渭分明，北边一片雷暴，南边 鸣，市区大范围下起了雷阵雨。

全副武装防高温 。 孟德龙 摄

高温再破历史极值
风雨来袭 今起降温
大概是因为太热了，大伙只想关注
什么时候下雨，但雨没来，大家能忘了
高温吗？相比较前天，昨天扬州的天气
再添“精彩”。首先是一路上升的最高气
温，一鼓作气打破了扬州5月最高气温

的历史极值，达到了36.5℃。值得一提
的是，我省南部的部分站点甚至出现了
37℃以上的高温。
这一次除宝应外，全市均创下了5
月的高温纪录。主城区36.5℃、江都

高温·菜篮子

扬州蔬菜日批发量达1800吨
价格稳定
消暑菜备受青睐
河虾价格不增反降，环比“跳水”三成

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市场 瓜、黄瓜等消暑果类菜“点击率”暴
供应情况如何？记者昨走访市场了 增；河虾价格不增反降，环比“跳水”
解到，蔬菜日批发量达1800吨，冬 三成。

蔬菜日批发量达1800吨
消暑菜“点击率”增加

“这两天销量最大的是冬瓜、黄
瓜、西红柿等消暑果类菜，每一品种
的日销量均达到了上千斤，比上周同
期增长了三四成。”宝带农贸市场负
责人苏立宏介绍，虽然销量大增，但
价格非常平稳，市场上的蔬菜主要以
“2元菜”“3元菜”为主。
联谊蔬菜批发市场南方菜场负
责人陆和林介绍，昨天联谊蔬菜批
发市场的蔬菜日销量达到了1800
吨，尤其是冬瓜，批发量暴增两三

成。“现在是本地菜上市的旺季，虽然
受天热影响，市民对蔬菜的需求量增
加，蔬菜的批发价也几乎没有变化。”
陆和林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高温天气的
持续，菜农采摘蔬菜的时间发生了
很大变化，“ 今天上市的叶菜，大多
是夜间采摘的，且采摘完成之后就
立即放进保冷库了，否则进入市场
后卖相不好，消费者不乐意买。”苏立
宏介绍。

昨天下午 ，乌云密布 。

晚上9：30，雷阵雨来临 。 程曦 摄

一场席卷我省的强对流天气过
后，全省各市的最高气温将“退烧”
到30℃以下。而到周末前后，还将
迎来一轮雨水天，再加上弱冷空气
的影响，届时，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
高气温将回归至20℃上下。周末再
一次泡汤了，但相信大伙一定还是
拍手欢迎的。
扬州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和天
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
雨，南到西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
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9级，清晨最
低气温：24℃到25℃，白天最高气
温：31℃到32℃。明天，多云到阴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清晨最低气温：
23℃到24℃，白天最高气温：31℃
到32℃，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
雨，清晨最低气温：17℃到18℃，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 25℃到
记者 陈洁文
26℃。

高温·应急演练

实战演练和桌面推演相结合
大规模停电事件应急演练昨举行
共12个单位，160余人次参与
【核心提示】

昨日下午2点整 ，在国网扬州供电公司应急指
挥中心 ，伴随市应急办副主任宋振邦的一声令下 ，
由市经信委联合国网扬州供电公司开展的扬州史
上最大规模停电事件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 市应急
办 、市安监局 、 市气象局 、 市质监局 、 市水利局 、 市
消防支队 、 市交警支队 、 军分区 、 中国移动江苏扬
州分公司 、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扬州分
部 ，共计12个单位 ，160余人次 ，30余辆各类抢修车
辆共同参与了此次应急演练 。

实战演练和桌面推演相结合
模拟“大面积停电”等场景

在供电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显示屏上，哗哗的暴
河虾价格不升反降
雨预示着恶劣天气对电网即将产生剧烈冲击，扬州供
电公司随即启用防台防汛应急预案，演练第一阶段预
环比“跳水”三成
警正式启动。
立夏后，天气转热，虽然给水产 年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相关水产品普
据介绍，本次演练采取实战演练和桌面推演相结
运输带来了困难，但由于本地河虾 遍涨价等因素，目前河虾价格总体高 合的方式。模拟了扬州地区遭受强对流灾害天气侵
上市量渐丰，价格环比出现下滑。市 于去年同期10%。从销量来看，天气 袭，同时因外力破坏，形成双重叠加效应，发生输电线
物价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市区 转热，市民对猪肉等荤菜的消费需求 路跳闸、多个变电站连续失电，对扬州地区电网设备
市场河虾（鲜活，中等规格），零售均 逐步减弱，加之河虾价格下降，共同 安全运行造成了严重影响，构成扬州地区局部电网大
价为42.22（每500克，下同）元，环比 促进了河虾销售的上升。当天，市区 面积停电。
（较4月15日）下降24.11%。其中，四 河虾环比销量增长约30%。
整个应急演练分为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应
季园农贸市场大河虾50元、中河虾
市价格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分析， 急结束等四个阶段，涉及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和通信
35元、小河虾18元，环比分别下降 此次河虾价格下滑属于季节性下调。 中断处置、交通指示灯停电情况下的交通恢复、输电设
16.67%、30%、32%；石塔农贸市场 受上市量的影响，河虾一般在三四月 施通道清障、大型小区人员被困电梯的应急救援以及
大河虾50元、中河虾35元、小河虾25 价格偏高，5月是河虾生长的成熟 地下电房遭受水淹应急处置等五个场景。
元，环比分别下降23.08%、30%、 期，5月至6月是河虾价格谷底。预计
应急抢修“黑科技”参与
28.57%。
随着本地河虾大批量上市，价格还将
同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来看，尽 小幅下调。
迎峰度夏前的一次大练兵
通讯员 扬价监 记者 陈高君
管近期市场河虾价格回落，但由于每

应急演练现场 。 丁一凡 摄

据介绍，此次应急演练，共 据和画面，都能集中呈现在供电
有市应急办、市安监局、市气象 公司应急指挥中心的六组高清
局、市质监局、市水利局、市消防 电子大屏上。指挥中心内的处置
支队、市交警支队、军分区、中国 领导小组能够随时参与现场的远
移动江苏扬州分公司、国网江苏 程诊断决策，确保了大面积停电
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扬州分部 事件发生后最新信息第一时间共
等12个单位，160余人次，30余 享、抢险队伍第一时间投入、应急
辆各类抢修车辆共同参与。 装备物资第一时间调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应急演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用电
练中，国网扬州供电公司提供了 负荷也在不断攀升，本次演练也
最新的电网应急抢修“黑科技” 是在今年迎峰度夏前的一次大
—应急指挥系统+
单兵蓝牙 练兵。”国网扬州供电公司副总
——
设备+无人机。演练过程中，依 工程师秦晓东介绍，目前，国网
托5个分场景装设的19个通信 扬州供电公司已经做好充分准
终端装置和无人机的实时采集， 备，迎接夏季用电高峰的到来，
现场的全地貌抢修情况、市应急 让广大用户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通讯员 陈一布 管诗佳
指挥中心指挥动态、气象局气象
记者 居小春
信息系统等多个信息系统的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