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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晚，西安又下起了
雨，预计 14日降雨持续。雨雨雨
……众多网友表示，今年西安的雨
似乎下得太多了些，这是为什么？
后期西安天气如何？记者采访了西
安市气象台副台长刘瑞芳、西安市生
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副主任徐军昶。

记者：今年6-9月，西安市降水
量与往年相比增多，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什么？

刘瑞芳：一是今年大气环流形
势稳定，有利于冷空气频繁影响北
方地区，副热带高压位置较常年同
期偏北偏西，有利于我国主雨带位
置偏北；二是水汽条件充沛。夏季
风偏强，有利于南海和孟加拉湾的
水汽向我国北方地区输送，为持续
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西安
正是处于这个大的气候背景下。

记者：今年以来，西安市降水量
具体是多少？

刘瑞芳：1月1日-10月10日西安
市降水量为843.7毫米（高陵）～1262.2
毫米（蓝田），较常年同期偏多

66.9%（鄠邑）～105.5%（蓝田）。全
市平均降水量为 1018.0毫米，较常
年同期（539.0毫米）偏多 89.1%，属
异常偏多，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
第一多年。各区县除周至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位外（第一位
为 1983年 978.5毫米），其余区县均
为历史首位。

入汛以来，西安市降水量为
797.9毫米（高陵）～1200.2毫米（蓝
田），较常年同期偏多 73.4%（鄠
邑）～111.6%（蓝田）。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 969.1 毫米，较常年同期
（496.0毫米）偏多 95.5%，属异常偏
多，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多
年。各区县除周至、鄠邑为1961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二位外，其余区县
均为历史首位。

记者：在气象监测预报中短期降水
是不是不好预测？主要难点在哪里？

刘瑞芳：突发降水过程的预测
确实难度很大。相对于大尺度天
气系统，强对流天气系统具有生命
史短、突发性强等特点。其生命周

期短的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最
长不过十几个小时，由于生消速度
快，因而难以把握。目前，强对流
预报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难
题，给预报带来极大困难。强对流
天气的破坏力很强，所以国际上把
它列为仅次于热带气旋、地震、洪
涝之后第四位具有杀伤性的灾害
性天气。

针对我国强对流天气活跃的情
况，前不久，中国气象局下发通知，
要求从加强强对流天气实况监测分
析、强化短临预报预警和科技支撑、
做好应急联防联控和预警信息发
布、完善业务流程等方面发力，进一
步加强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预警服
务工作，切实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
一道防线作用。

记者：对于部分自媒体得出的
“西安气候正在逐渐走向湿润”这一
结论该怎么看？

徐军昶：根据 1991-2020年西
安市年降水量曲线变化图显示：西
安市平均降水量处于波动变化，总

体呈上升趋势。20世纪 90年代年
平均降水量为 562.8毫米，21世纪
10 年代年平均降水量为 624.6 毫
米，近 10年年平均降水量为 639.0
毫米，气候倾向率为3.8毫米/年。

近30年（1991-2020年）西安市
平均降水量 609.6毫米，与前一个
30年（1981-2010年）西安市平均降
水量619.3毫米相比略偏少，均处于
半湿润气候。

记者：如果要判定西安的气候正
走向湿润，应该从哪几个因素来看？

徐军昶：今年因为特殊原因，西
安降水量陡增，但这只是特例。

判断一个地方的气候是否走向
湿润，有很多条件需要考虑，降水量
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其他因素还比
如有蒸发量等，综合起来就是湿润
度指数，气象学上需要进行严格的
数据分析。简单些，也可以根据年
降水量简单判断：年降水量 400～
800毫米为半湿润气候，800～1600
毫米为湿润气候，>1600毫米为潮
湿气候。

记者：泾河气象观测站远离西安
市主城区，部分自媒体认为其不能代
表西安的真实降水量数据，该怎么看？

徐军昶：泾河站现址位于泾河
工业园泾渭一路，于 2006年开始观
测，经过与原代表站（位于西安市气
象局院内）对比观测等严格流程，确
定为西安市区的气候代表站。目前
不需要更改。

记者：从 6-9 月西安市降水量
数据来看，今年冬季是否会受此影
响降水量也偏多？

徐军昶：后期气候趋势预测，预
计 10月下旬-11月上旬，西安市降
水量 20～30毫米，接近常年。气温
9.5～10.5℃，较常年正常至略偏低。

10月 21-22日、27-28日有小
雨。11月降水与常年同期比较偏
多 0～2成；平均气温略偏低，有出
现阶段性极端低温的可能。

今年以来西安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多发，在当前复杂的气候背景下，
冬季有出现极端寒冷天气的可能。

本报记者陶颖

本报讯（记者文晨）9月下旬以
来，全省大部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过程，造成我省秋收进度延缓，秋播
进度推迟，秋管难度加大。10月13
日，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
前全省秋粮已收1479.9万亩，占应收
51.58%，进度较去年同期明显偏慢。

据介绍，截至 10月 11日，我省
秋播 425.73万亩，其中小麦 414.73

万亩，较上年同期播种面积少33.38
万亩；油菜籽播种114.04万亩，较上
年同期播种进度偏慢 47万亩。此
外，由于前期持续性强降雨造成我
省大部地区农田土壤过湿，对整地
播种质量带来严重影响，同时播期
明显拉长，容易导致小麦苗情复杂，
增加病虫草害发生的风险，加大秋
冬季节田间管理难度。

我省多措抢时耕种收
已完成应收51.58%

本报渭南讯（记者 张军建）大
荔强降雨致使赵渡、平民等地大部
分村庄农田淹没，当地农户损失
严重。

“我可怜的牛，200多头，就这
样泡在水里，请大家救救我的牛！”

10月 12日晚上 8时 45分左右，在
大荔县赵渡镇平民村四组养牛的
邢女士在“抖音”以及“微信朋友
圈”连续发出求助视频。得到消息
的西安市民安救援队长安大队赶
到大荔，主动联系邢女士要求救

援。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
40头牛被成功救出。

记者了解到，赵渡、平民等地
有许多村民从事养殖牛、猪、鱼等，
此次水灾造成这些养殖户损失
严重。

大荔一养牛场被淹救援队紧急救援

本报渭南讯（记者张军建）10月
13日16时35分，经过全体抢险人员
23小时连续奋战、合力攻坚，洛河朝
邑生产围堤赵渡乐合段成功合龙。

据了解，10月7日以来，由于强
降雨致使洛河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大
荔县洛河朝邑生产围堤紫阳段、赵渡
乐合段先后出现漫堤决口，造成紧急

险情，当地已撤离群众2.5万余人。
10月 12日 17时 36分，洛河朝

邑生产围堤紫阳段决口成功合龙
后。当地随即开始对洛河朝邑生产
围堤赵渡乐合段进行抢堵。经过全
体抢险人员23小时的昼夜奋战，洛
河朝邑生产围堤赵渡乐合段决口成
功合龙。

大荔洛河朝邑生产围堤
赵渡乐合段成功合龙

今秋多雨，天气比往年更冷
一些，曲江新区三迪枫丹小区二
期的业主李女士早早的就开始
打听小区今冬供暖的消息。

“入住率不达标，今冬恐仍
无法供暖。”看到物业回复后，李
女士和几位业主详细了解了小
区入住的情况，她更发愁了。

10月 12日，李女士拨打三
秦 都 市 报 全 媒 体 新 闻 热 线
965369求助，她说：“约 40%入
住率的小区今冬想要供暖可以
吗？”

10月 13日上午，记者了解
到，据业主们统计，三迪枫丹小
区二期有 4栋楼，1056户，2020
年供暖季开始前（9月）开始交
房，至 2020年 11月 15日，因只
有少数业主交房，虽业主向物业

申请过供暖，物业也曾向热力公
司申请过，但入住率太低，当时
未实现供暖。截至目前，入住率
仍未达60%，业主们希望相关部
门能够介入协调，尽早供暖。

按照《西安市集中供热条
例》规定，入住率必须要达到
60%才予以供热。因为入住率
太低，空置房太多，不仅加大供
热企业的成本，同时因为邻居不
入住却吸取热量，也难以保障居
民家中的供暖温度。

李女士说：“我知道条例，条
例里说西安市集中供热期为当
年的11月15日至次年的3月15
日。供热企业和用户应当在集
中供热期前依法签订供用热合
同。既然是合同，就是商业行
为，供热企业是不是可以和物业

商量，可以签订补充合同，比如
说入住率 40%到 60%之间的小
区，不足 60%的部分，由开发商
或者物业和供热企业分别承担
不足部分的一半，只要合起来交
的钱够 60%，就给大家供上，让
大家温暖过冬？”

对此，西安市燃气热力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说：“《西安市集中
供热条例》规定没有变，企业供
暖确实是商业行为，如果业主确
实有需求，热力、物业、开发商、
业主、属地管理部门可以一起协
商，协商达成一致是可以的。”

截至记者发稿，三迪枫丹小区
二期部分业主、物业与供暖企业西
安曲江新区圣元热力有限公司仍
在协商中。

本报记者李佳

今年以来西安降水量平均偏多89.1%

约40%入住率的小区今冬想要供暖可以吗
相关部门：企业物业等方面可根据实际协商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
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
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
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
来影响。针对今冬明春能源保供一些
热点话题，在 1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有关部门和企业介绍
了相关情况。

“今冬明春能源供应是能够得到保
障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
表示，煤炭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中一直
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近期供需形势
的需要，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相关地区
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
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放先进产能，加快
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天煤矿投产达
产，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
改、尽早恢复生产。他说：“我们将在保
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同时，确保如期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那么，居民用电、民生用气价格会

涨吗？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万劲

松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
知，部署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
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
量的上网电价，有序放开工商业用户用
电价格，扩大市场交易电价的上下浮动
范围，保持居民、农业、公益性事业用电
价格稳定。他说：“居民、农业、公益性
事业用电仍然是由电网企业保障供应，
还是执行目前价格水平不变。”

赵辰昕表示，针对近期国际气价
大幅上涨的严峻形势，多措并举切实
保障北方地区取暖用气需要，其中包
括督促各地和相关企业严格执行居民
用气门站价格政策，保持取暖等民生
用气价格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

民电、民气价格会涨吗？
——聚焦今冬明春能源保供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