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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

气共同影响，昨天下午起一场明显降雨

又光临申城。气象部门表示，此次降水

今天下午起强度逐渐减弱，明天雨渐

止转为阴到多云天气，不过后半周仍是

多阴雨天气。针对网上有消息称今年8

月台风太少的情况，气象专家表示，上

海历史上8月没有台风影响的年份并不

少，2002年、2003年等都曾出现过。

累积雨量全市普遍可达大到暴雨
昨天上午，申城天空云系较多，

有时有小雨。下午起，雨势逐渐大起

来。气象部门介绍说，此次较强降水

过程是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伴有短时强降水（ 最大1 小

时雨强可达20! 30毫米），过程累积

雨量全市普遍可达大到暴雨（ 40! 60

毫米），东部和南部地区雨势更明显，

可达60! 80毫米。

在雨水的打压下，昨日申城气温

继续低迷，全市最高气温普遍在24"

-26" 之 间 ， 中 心 城 区 徐 家 汇 站

25.1"。气象部门表示，今天下午起申

城降水强度将逐渐减弱，明天雨渐止

转为阴到多云天气，预计今日气温在

22"-25"。

冷暖空气频繁交汇致近期多雨
最新预报显示，本周后半周，申

城仍是多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将回升

至32"左右，不过出现35"高温的可

能性较小。

进入8月份以来，申城出现的晴

好天气只有六七天，一多半的天数都

被阴雨“ 笼罩”，尤其是最近几天，雨

水有点“ 停不下来”的意思。不少市

民纳闷，最近怎么这么多雨？都快赶

上黄梅天了！还有市民奇怪，往年夏

季较多的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

活动的强对流，今年的雨水怎么这么

“ 温柔”？“ 最近下这么多雨，也没怎

么听到雷声。”

对此，上海气象局首席服务官朱

洁华介绍说，上海夏季的降水既有稳

定性降水，也有伴有短时强降水、雷

电活动的强对流。而近期本市之所以

较多出现稳定性降水，主要是北方冷

空气活跃，本市不断受到弱冷空气的

影响，同时，西南气流又给本市输送

了较多水汽，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就导

致雨水较多。

8月无台风影响的年份不少见
最近，有气象爱好者在网络上表

示，今年8月西北太平洋未曾有1 个自

产台风，“ 夏浪”和“ 娜基莉”均是7月

命名的台风，“ 吉纳维芙”则是中太平

洋“ 进口”，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因为

按照以往统计，8月往往是台风生成数

量较多的月份。而上海，自“ 娜基莉”

擦肩而过之后，至今也再无台风影响。

对此，朱洁华表示，目前8月还未

结束，下旬会不会有台风生成还有待

于继续观测。另外，上海历史上8月没

有台风影响的年份并不少，“ 例如

2002年、2003年等。”不过，虽然今年8

月台风较少，但在接连雨水的打压

下，8月上中旬市民还是享受了相对

凉爽的天气。

夏季多雨都赶上黄梅天了
本周后半周仍多雨 专家：冷暖空气交汇频繁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出通

知，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1 90元和1 85元。据悉，这是国内汽柴

油价格年内第六次下调，油价也迎来

两连跌。

调价后本市92号汽油为7.59元每

升，下跌0.1 6元；95号汽油为8.08元每

升，下跌0.1 6元；0号柴油为7.51 元每

升下跌0.1 6元。据悉，此次成品油价

格调整幅度，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每1 0

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低于

每吨50元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价

时累加或冲抵的原则确定的。上一轮

调价周期的第1 0个工作日8月4日，由

于未达到调价“ 红线”油价暂缓调整。

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整体呈震

荡下跌走势。8月1 8日是本计价周期

的第十个工作日，调价窗口打开。

发改委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

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

护市场价格秩序。各级价格主管部门

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

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

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

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

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取应对措施。记

者了解到，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9月1

日再度开启。

92#7.59元/升 95#8.08元/升 0#柴油7.51元/升油价
再跌 “ 上海公交”ios版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陈 轶 珺 通 讯 员
黄晓勇 青年报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

获悉，“ 上海公交”i os版app软件日前

发布，软件将率先向用户发布“ 实时

公交”功能，提供公交线路的首末班

车时间、途经站点信息，以及实时在

线车辆位置和预计到站时间等信息

服务。下阶段，逐渐增加“ 实时公交”

功能的线路覆盖面，并增设“ 换乘查

询”等其他功能，欢迎苹果手机用户

使用，并提出宝贵意见。

据了解，市交通委从满足广大市

民出行信息查询需求的实际出发，结

合智慧城市建设，由市交通委信息中

心于201 3年9月率先推出了集公交线

路查询、换乘查询、周边公交和地铁

示意图等基础查询功能于一体的安

卓版“ 上海公交”app软件。

市交通委信息中心根据市民意

见，自201 4年1 月在安卓版“ 上海公

交”app软件上，初次试点增设约220

条实时公交查询线路，后又陆续新增

发布了31 0条公交线路的实时查询，

使实时公交线路信息查询线路增加

530条。截至目前，安卓版“ 上海公

交”app软件的下载量超过50万人次，

日均访问量超过5万人次，极大地方

便了市民查询公共交通出行信息，受

到广大市民欢迎。

奉贤黄桃节
市区设60余个直销点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即日起，奉

贤举行为期一个月的黄桃节。为了方

便市民购买黄桃，今年奉贤黄桃节在

杨浦区、长宁区、徐汇区、闵行区等

街道社区和上海植物园等地区设立

了60多个优质农产品直销点，“ 计划

3年内争取在杨浦地区建立20个直

销点，全市达到1 00个。”相关负责人

说道。

亨氏米粉涉铅超标
4批次产品被召回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近期浙江

省食药监局在专项清查中发现的亨

氏米粉严重铅超标，已经查封61 4盒

问题批次产品。

昨天，记者在亨氏联合有限公

司官方网站看到，公司发公告称已经

对4个批次名为“ AD钙高蛋白营养米

粉”的产品进行召回，并向消费者致

歉。目前公司已经召回“ AD钙高蛋白营

养米粉”（ 201 4041 3、400g/盒），同时还

召回了与该批次产品所用同批“ 脱脂豆

粉” 原料的另外3个批次（ 201 4041 4；

201 40508、400g/ 盒 ；201 40509、400g/

盒）产品。

你可能感兴趣的

今日最高

!"#$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经常从北翟路中环往返

虹桥枢纽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感

受，那就是觉得车堵、路窄。不过好在

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变。

市规划局日前公示了，北翟路

（ 外环线! 中环路段）新建工程的规

划设计方案，工程途经北翟路外环线

至剑河路段，设计规划有主道、辅道、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改造完成后将

使北翟路成为全线快速道路，以后从

市中心到虹桥枢纽更快、更方便。

据了解，随着虹桥枢纽的主要快

速交通疏解通道—————嘉闵高架、崧

泽高架、北翟路部分建成并投入使

用，目前建成的北翟路高架只连到外

环线，北翟路中环立交也已建成并投

入使用，但北翟路（ 外环线! 中环路

段）仍为地面道路，影响了北翟路作

为快速通道对虹桥地区交通的疏解

作用。

据悉，北翟路（ 外环线! 中环路

段）快速化改造是北翟路快速道路系

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化改造

完成后，将形成从中环到嘉闵高架的

全线快速路，使虹桥枢纽“ 一纵三

横” 快速道路中的北面一横全线贯

通，使上海市中心城到虹桥枢纽更为

便捷。

北翟路将进行改造 车堵路窄将得到改善

中环→嘉闵高架 全线变为快速路

最近上海阴雨不断。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