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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说起刚过去的这
个夏天，让青海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雨水多。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夏天，全
省平均降水量及大雨以上站点降水日数均
为历史同期最多，仅8月，化隆、贵德、兴海、
贵南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49起。

今夏，全省平均降水为历史同期最多

“8 月 2 日，雨水送清凉”“8 月 4 日，强
降水导致省内列车停运、公路中断”“8月 9
日，全省大部地区被雨承包”……翻看 8月
气象预报，降雨成了青海 8月的主题。

根据青海省气候中心数据分析，今年
夏天，我省降水明显偏多，平均降水量及
大雨以上站点，降水量日数均为历史同期
最多，多地日降水量及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突破历史极值，降水极端性特点明显。

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295.2毫米，较常
年偏多 34.8%，为历史同期最多。就各地
来看，青南少数地区以及茫崖、祁连、大通

等地偏少或接近常年，其中平安、尖扎、小
灶火等 19 站的降水量接近或突破历史同
期极值。仅今年 8 月，全省平均降水量
119.2 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偏多七成，列
1961年以来第 2多。

近期的降温降雨天气，让西宁的气温
从夏季直奔深秋。在刚过去的 8 月，西宁
市降水量达到 136.6 毫米，往年，西宁的平
均月降水量仅有 80.9 毫米，今年降水偏多
七成。

全省出现强降水天气为历史同期最多

8 月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几乎被阴
雨笼罩，很少会出现持续晴朗的天气，多
地降水频次和强度不断刷新着同一时段
的历史纪录，强降水也导致化隆、贵南、湟
中、民和、尖扎等地多处道路桥梁、农田、
水利设施受到严重损失，部分地区还出现
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

根据省气候中心数据分析，今年夏

天，全省共出现大雨及以上天气过程 78站
次，与近 5年平均值及近 10年平均值相比
均偏多 1.1 倍，为历史同期最多。全省共
有 25个气象站点发生极端日降水事件，其
中西宁、小灶火、治多、贵南、民和、同仁、
玛沁、平安等站点日降水突破历史同期极
值。

此外，由于降水天气较多，全省大部分
地区最长连续降水日数普遍在 5天以上，其
中青南牧区、环湖地区最长连续降水日数
达 10至 19天。6月下旬至 7月上旬，循化、
托勒、同德 3站连续降水日数均突破当地夏
季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历史极值。

这个夏天，青海为何老下雨

面对时不时就来“报到”的暴雨，不少
市民都有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夏
天，青海气候异常、强降水频发？对此，青
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戴升分析，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是影响夏季我省强降水

发生频次的重要因素。今年 6 月以来，西
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较常年出现了阶段性
偏强、偏西、偏北特征，青海刚好处于其边
缘，周围的气流为青海输送来丰富的暖湿
水汽。

从大气环流的形势上看，6月以来，大
气环流利于北方冷空气东移南下，来自孟
加拉湾的西南气流将暖湿水汽和海洋上
的水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青藏高原，这样
就形成来自两条路径的暖湿水汽输送到
青海，同时加上北方冷空气的频繁到来，
就形成了今年夏季我省多强降水天气的
气候背景。

在充沛水汽和频繁冷空气影响下，今
年夏天，我省多地呈现出降水量大、持续
时间长，而且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
频发的天气特征。气象专家提醒，虽然降
水对沿河流域的农田灌溉和水库调水及
发电有利，但频繁降水使得局地存在洪涝
灾害和地质灾害风险。

这个夏天，青海为何老下雨

本报讯（记者 祁晓军）9 月 6 日上
午 8 时 15 分，大通公路段辖养 G227 线
黑泉水库路段 K72+500 处发生塌方险
情，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大通公
路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人员、机
械赶赴现场。但由于塌方还在持续，工
程人员无法进行保通作业，人员、机械
在现场待命。

上午 10 时，经过一小时车程，西海
都市报记者赶到塌方现场。在一处山
地，距离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碎石落下
的声音。靠近时，塌方现场已形成一个
小山包，路上不时有碎石落下。在距离
塌方现场两公里的地方，大通公路段、
交警、路政部门已经拉起警戒线，禁止
无关车辆入内。

上午 10时 30分，在塌方现场，数十
名公路段人员使用技术车辆清理塌方
碎石。“一开始从山上往下落零碎石头，
就第一时间封路，禁止车辆驶入塌方区
域，并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公路段工作
人员介绍。在塌方不久后，崩塌处山体
又发生了几次滑坡、塌方，由于提前采
取了交通导改措施，原计划途经此处的

车辆都被劝停，从原路退出该路段，未
造成人员伤亡。

同时，西宁交警第一时间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消息。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公
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
制，与路政养护等多部门联动开展抢险
保畅等相关工作。

养路段技术人员说：“早上巡防的
时候，听到这边有响声，到现场的时候
就发现有大面积塌方。”

随后，大通段立即组织人员、机械
对该路段塌方集中清理，通过数小时的
努力，于当日 15时 36分抢通道路，道路
正常通行，并配合交警部门疏导交通，
滞留车辆已安全通过。此次清理工作
共出动装载机两台，人员 28 人，累计清
理塌方 1500立方米。

大通公路段给出的官方数据显示，

今年汛期以来，黑泉水库段共发生各类
塌方 46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次山
体塌方后，地质专家已建议在区域设置
防护栏等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并安排专
门的地质灾害监测人员对该区域的地
质灾害情况作全方位的监测。

省气象部门介绍，大通黑泉水库路
段发生塌方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
发的。该区域连续半个多月都在下雨，
过 多 的 雨 水 形 成 地 表 水 后 渗 入 岩 土
层。在水的浸泡下，浅表层的岩土软
化，最终引发山体塌方。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
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逐渐转晴。但今
夏，全省降雨集中，西宁地区一带雨量
较大，今明两天，西宁周边山区发生泥
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
高，需加强防范。

国道227线黑泉水库段再次塌方
6日下午道路已抢通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今年汛期强
降雨造成我省多条公路发生水毁等影
响道路通行的灾害，而随着近期降雨再
次增多，我省一些公路路段有再次发生
灾害的危险，为保证我省道路通行安
全，及时应对水毁、滑坡等灾害，近期，
省交通运输厅对我省公路安全防护抢
修工作再次作出安排。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基层各交通部
门做好公路水毁、滑坡现场的安全防
护和警示，应急、建设、养护、路政部门

加强协作，形成工作合力，结合各路段
地质条件等现场实际，制定切实可行
保通方案，保证公路安全通畅。同时，
加强工作人员自身防护，保护人身安
全。

明确公路水毁、滑坡等道路阻断路
段抢险保通及修复工作职责，加大抢险
保通人员和机械设备投入，力争最短时
间抢修保通。各应急处置队伍要加快
滑坡地段山体卸载工作，及时完善水毁
路段周边临时排水设施，疏通排水渠

道，预防次生灾害发生。
对于水毁严重路段可根据地质条

件选择专业设计单位点对点设计，对重
大修复方案要邀请地质、国土、水利等
行业部门的专家会诊，强化修复方案设
计的论证。

公路抢险保通和修复责任部门要
加强与地方政府联系沟通，积极争取地
方政府在现场安保、土地补征等方面的
支持和参与，共同做好水毁公路抢修保
通和修复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部署抢修水毁公路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记者从省林业厅了
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共建成国家湿地公园 19
个，总面积达到 487.65 万亩，位列全国第三。
这些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优美，不仅成了
各种鸟禽的栖息场所，也是市民休闲的好去
处。

这 19 处国家湿地公园分布在我省两市六
州，其中，海西、果洛居多，类型包括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等，主要保护
对象为沼泽、河流、水禽鸟类。湿地公园是国
家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湿地自然
保护区、保护小区、湿地野生动植物保护栖息
地以及湿地多用途管理区等共同构成湿地保
护管理体系，对改善区域生态状况，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集中
保护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依托森
林、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场，适时发展生
态旅游，实现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局面。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三江源、祁连山、青
海湖等划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和综合治
理，区域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目前，全省
各类湿地面积达到 1.22 亿亩，有 3 处国际重要
湿地、17 处国家重要湿地，以及 19 处国家湿地
公园。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 15.19%，
湿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是全球影响力最大
的生态调节区之一。

目前，我省稳步推进湿地保护恢复工程和
湿地公园建设，巩固提升全国湿地第一省的生
态地位。今年设立首个省级湿地公园——冷
湖奎屯诺尔湖湿地公园，同时，我省重要湿地
及湿地公园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纳入国家生
态红线范围和省级“一河（湖）一策”方案。

我省湿地公园总面积
位列全国第三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记者从青海省邮政
管理局获悉，2018 年年底前，西宁市将实现全
部建制村直接通邮，全省建制村通邮工作力争
今年十月全面完成。

9 月 3 日，西宁市政府印发《关于做好邮政
普遍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为西宁市建制村
直接通邮和村邮站建设等邮政普遍服务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通知》要求，西宁市
邮政管理局加强组织领导，西宁市邮政分公司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妥善选择邮件妥投
点，加强乡镇投递网建设。在 2018年底前实现
全市全部建制村直接通邮。选择具有一定文化
素质、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人员作为村邮站代办
人员，采取“邮政普遍服务+”建设模式，稳步提
高村邮站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 2018 年、
2019 年每年建设 45 个村邮站，2020 年再建设
35 个村邮站，到 2020 年底西宁市村邮站达到
338个。全省建制村通邮工作也将力争在今年
10月底前完成。

全省建制村
年内实现直接通邮

技术车辆清理大石。
本组图片为本报记者 祁晓军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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