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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省正经历一轮酷热天气，省气候中心专家用气象大数据揭秘———

安徽夏季究竟有多热

■ 本报记者 史力

本报通讯员 王兵 吴蓉

“仲夏苦郁蒸，挥汗白雨翻。 ”自古炎
夏难熬，现在虽有空调、Wi-Fi，但人们总
归要出门，感受这汗蒸般的世界。

最近，我省正在经历一轮酷热天气。
历史上，安徽夏季也是高温频发，曾出现
过哪些极端高温过程？最热的是哪一天？
夏季是在持续变热吗？ 省气候中心的专
家用气象大数据， 揭秘曾经的酷热天气
过程。

1960 年以来最热一
天，43.3℃

据省气象部门观测 ，7 月 11 日到
13 日， 我省出现大范围晴热高温天气，
淮北地区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最高气
温 37℃～40℃ ， 其中 12 日 2 个站超过
40℃，分别为广德 40.8℃、当涂 40.3℃。
预计 17 日前我省高温天气仍持续 ，淮
河以南最高气温可达 37℃～40℃， 局部
超过 40℃。

40.8℃，已经是极端高温了，但比我
省历史上一些高温纪录仍有差距。

数据显示，1960 年以来， 我省极端
高温纪录是 43.3℃，出现在 1966 年 8 月
9 日的霍山。 紧随其后的第二、第三位，
分别为 1966 年 8 月 8 日和 8 月 10 日的
霍山，这两天最高气温均达到 43.2℃。 排
在第四位的是 1967 年 8 月 11 日的霍
山，42.7℃。 其次是 2013 年 8 月 10 日的
泾县，42.7℃。

最热的这三天， 对应的正是最强的
高温天气过程。 1966 年 7 月 16 日到 8
月 12 日，全省累计 1664 站次出现高温，
其中 912 站次达到或者超过 37℃，89 站
次达到或者超过 40℃。 从近 10 年来看，
我省比较典型的高温过程有 2013 年和
2017 年。

2013 年 7 月 23 日到 8 月 18 日，高
温过程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强度强，区
域性高温过程等级达特强； 其间，8 月 6
日到 13 日连续 8 天超过 40℃的县 （市）
均在 10 个以上，为我省有气象记录以来
首次出现，主要集中在皖东南地区。

2017 年夏季，我省先后出现四段高

温天气过程， 尤以 7 月 12 日到 31 日为
最强， 全省出现大范围持续性晴热高温
天气，梅雨高温“无缝对接”。 其间，23 日
到 27 日几乎所有市县最高气温都超过
37.0℃。淮河以南最长连续高温日数普遍
超过 10 天，其中泾县和广德达 21 天，25
个市县达到或超过本站历史同期极值。
22 日到 28 日全省极端最高气温连续突
破 40.0℃， 最高为霍山 42.0℃， 合肥、肥
西、肥东、长丰、舒城最高气温刷新历史
纪录。

全 省 平 均 28.4℃ ，
1967年夏季最热

天气再热 ，如果时间不长 ，忍一忍
就过去了，就怕热得没完没了。 因此，连
续高温日数是衡量高温过程强度的重
要标准。

我省曾出现过多次持续性高温天气
过程。 其中 1967 年 7 月 11 日到 9 月 3
日，石台出现了连续 55 天的高温，为我
省最长纪录，过程中 32 天最高温度达到
或超过 38℃，5 天达到或者超过 40℃，最
高 40.9℃。

从数据看，虽然 1966 年出现了最热
的 3 天，但从整个夏季来看，最热的还要
数 1967 年。这一年夏季全省平均气温达
到 28.4℃。其次是 2013 年、1961 年、1978
年、1994 年的夏季。

什么时间段最热？从数据看，我省夏
季最热时段出现在“七下八上”，即 7 月
下旬至 8 月上旬。 从前 5 强区域性高温
过程来看，开始日期多集中于 7 月中旬，

以 1978 年出现最早 （始于 6 月 26 日），
2013 年最晚（始于 7 月 23 日）。从历年演
变来看，我省夏季平均气温波动明显，其
中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2000 年以来
为相对较高的阶段，1980 年代至 1990 年
代气温相对较低。 如果以 1991 年为界，
可以看出近 30 年来，夏天确实是存在变
热的趋势。

从夏季高温日数空间分布来看，沿
江江南大部为 20 天至 31 天， 淮北中部
和西部、 江淮之间西部和南部 15 天至
20 天，其他大部地区 6 天至 15 天。 高温
日数相对较少的地区集中在大别山区南
部和皖南山区。

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
防范高温热害

7 月 14 日 10 时 ，省气象台变更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预计 24 小时内
沿淮淮河以南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
上，局部地区可达 40℃。 预警提醒有关
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
障措施 ； 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
外活动 ， 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应当
缩短连续工作时间 ；对老 、弱 、病 、幼人
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 ， 并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

高温天气过程易引发交通、 水电及
其他事故， 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
来严重影响，甚至造成损失。夏季高温造
成城市水电供应紧张， 持续高温天气引
发干旱，对生态造成危害，也会危害人体
健康，影响正常生活。

1966 年，我省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
江南夏秋连旱，旱情严重。特别是 8 月上
旬偏高更为突出， 不少地区的极端最高
温度在 39℃~41℃，致使江淮之间南部和
江南的旱情相当严重， 秋季作物的生长
发育受到极大影响。

2013 年盛夏高温伏旱。 7 月 23 日至
8 月 18 日淮河以南平均降水量和无降
水日数分别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少和
最多。 受高温、 少雨和蒸发量大叠加影
响，气象干旱持续发展。干旱造成一季稻
空秕粒增多， 对夏玉米等旱作物产量形
成不利影响，并导致森林火险等级升高，
江河湖泊水位下降、蓄水量明显减少。截
至当年 8 月 14 日， 全省因旱受灾人口
1120.6 万人，饮水困难人口 120.9 万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 1095 千公顷，直接经济
损失 52.1 亿元。

此外，高温天气会导致热射病。在高
温环境下，人体出汗较多，易使人食欲不
振，引起消化道疾病。 因此，高温天气要
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特别是尽量避开在
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这一时段出行。如
果必须在户外工作， 要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切忌在太阳下长时间裸晒皮肤。从外
面回到室内后，切勿立即开空调。农业生
产也要结合时节，做好各项田间管理，防
范高温热害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

芜湖三企业安全生产隐患多
被举报后受查处，目前已整改

■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孙芮

今年 3 月，芜湖市有多家企业因存
在安全生产隐患被群众举报。 如今 3 个
多月过去了，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否
已整改？ 为此，记者进行实地探访。

3 月 8 日， 有群众通过安徽省安全
生产平台反映芜湖市繁昌区两家企业
存在安全生产隐患。 一是芜湖永强服饰
有限公司内大量衣服、 布料随意堆放，
加工区没有消防水淋、灭火器等消防器
材，没有安全出口标志 ，没有岗位防火
责任制，职工缺少系统消防培训。 二是
繁昌经开区孙村园区芜湖信友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措施未落实，工厂
没给员工发放安全帽，工人没有穿防护
服， 起重机吊钩没有安装防脱钩装置
等；3 月 11 日， 有群众向安徽省安全生
产平台反映，位于芜湖市湾沚区新芜经
济开发区的安徽百特机电工程有限公
司有多名无证电焊工从事焊接作业，用
来焊接的氧气瓶乱放，容易引发火情。

据记者了解 ，接到举报后 ，繁昌区
应急管理局和消防救援大队进行现场
核查，发现芜湖永强服饰有限公司确实
存在“没有岗位防火责任制 、职工缺少
系统消防培训”等问题。 消防救援大队
责令该企业限期整改，并下达了限期整

改通知书 ， 要求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 繁昌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芜湖
信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现场核查时发
现， 该公司 3 台起重机吊钩的防滑脱装
置缺失或损坏，“吊钩没有防脱钩” 举报
属实。 针对该问题， 执法人员对公司相
关人员进行询问调查，并对该公司罚款
1 万元；湾沚区应急管理局经现场核查，
发现安徽百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有 1 名
焊工未持证，现场焊接用的氧气瓶等摆
放凌乱。 该局要求这家公司安排无证焊
工立即报名考证， 在未取得证书之前，
不得从事焊接作业。 同时，责令该公司
把氧气瓶摆放在规定区域，并安装防倾
倒装置，消除火灾隐患。

6 月 20 日上午，记者联系了芜湖市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支队。 该支队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经查群众举报的安全
隐患问题属实， 已全部下达执法文书，
目前全部整改完成。

随后， 记者对部分企业进行回访。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芜湖信友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看到该公司厂区内的起重机
吊钩已全部安装了防滑脱装置。

记者又从繁昌区消防部门了解到，
芜湖永强服饰公司已将消防责任制上
墙并开展全员学习。 6 月 18 日，该公司
对全厂 50 余名员工进行了消防安全知
识培训，并开展消防演练。

推动农村电商直播提质增效
徐 海

借助电商发展的东风，越来越多农
民试水农产品直播。 《2021 快手年度数
据报告》 显示，2021 年 1 月至 10 月，超
4.2 亿个农产品订单经由快手直播平台
从农村发往全国各地。

电商直播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
成为“新农活”、流量成为“新农资”，有力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有望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但也要认识到，农村电商直
播仍属新兴行业，总体还处于初步探索阶
段，需要立足发展实际、找准症结、靶向施
策，推动农村电商直播健康有序发展。

发展“直播带货”目的是把农产品更
快更好地卖出去。 近期， 农产品直播带
货屡屡“翻车”，不断爆出品控问题。必须
承认，农产品对物流要求很高，品控确实
是一大难点。 田间地头优质农产品一旦
在流通环节出现问题，到了消费者餐桌
上很有可能成为残次品，甚至是餐厨垃
圾。把好品质关，供应链是最大考验。 加
快农村配送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布局物
流网络，打通农产品运输“堵点”“卡点”，
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促进城乡生产
与消费有效衔接。 在农业主产区加快建
设配套冷库等贮藏设施，补齐农产品冷
链物流短板，保证农产品“一路新鲜”。

目前， 不少地区农产品处于 “有名
品、无名牌”困境，销售业绩不佳。一些主

播为吸引流量、提高销量，夸大宣传、以
次充好，给农产品直播带货带来负面影
响，有损产品形象。 其实，农产品及产地
具有直播天然优势，田园牧歌式的乡村
场景、色香味俱全的产品展示 ，既有泥
土味，又有现代感 ，这些都可以有效激
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因此， 农户直播
带货在以质取胜前提下，应充分激活农
产品的内涵，优化直播场景 、讲好产品
故事、强化品牌传播，打造叫得响、质量
优、特色显的地标性农产品。 此外，在农
产品直播过程中还可以深挖农业生态、
文化、教育、旅游等功能，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力。

农产品电商直播核心在产品， 发展
靠人才。 电商直播看似简单， 实则是一
项复杂的技术工作， 不仅要出镜宣传，
还要懂数据、会运营 ，及时掌握市场动
向。 很多农民的直播只停留在拍摄、挂
图、录视频等简单操作 ，具备电商指数
分析、营销策划 、信息处理等技术的本
地人才相对缺乏。 当地可与电商达人、
电商平台、高校开展交流合作 ，共同制
定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计划，开设电商直
播、品牌营销、物流等专业课程，构建多
层次农村直播人才矩阵，培育“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
队伍，把直播流量变成致富能量。

1960年以来，我省极端高温前五位

荩 7月 5 日， 阜阳市颍
泉区颍淮面塑非遗传承

人高光彪现场展现技艺，
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非遗课。
本报通讯员 王军侠

夏传春 摄

茛 7 月 11 日， 在淮北市濉溪县四铺
镇商派面塑传播基地，省级非遗传承人
商运平指导学生学习面塑技艺，让孩子
们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荩 7月 9日，位于黄山市黄山区谭家
桥镇的东黄山国际小镇开展 “青青子
衿”同学会等系列志愿服务行动，徽州
剪纸技艺老师在指导学生剪窗花。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亲近“非遗”

制图/王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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濉溪县推开“五统一”服务———

大户“甩手”种花生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张明菊

打药机在花生地里来回穿梭，喷洒
除草剂 ， 不久前播下的花生已吐出嫩
芽。 近日，记者在濉溪县百善现代农业
综合开发示范区柳湖农场高油酸花生
种植基地采访时了解到， 今年以来，该
县加大基地引领示范力度 ，加强 “统一
供种、统一机械、统一服务、统一金融 、
统一收储”服务，调动了农民种植油料
作物的积极性。

花生是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 高油
酸花生产量高，富含油酸 ，加工价值远
高于普通花生，是国内高端食用油的原
料。 为落实国家油料生产任务，濉溪县
积极主动扩大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在去
年种植高油酸花生 5500 亩基础上 ，今
年扩大到 2 万亩。

在濉溪县成睿谷物种植家庭农场
的花生地里，百善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
范区组织的农技服务企业正在实施统

一机械喷药。 “3000 亩地，一天半就能喷
洒完毕。 ”家庭农场负责人王俊良说，他
所种的是高油酸花生，销路好。

王俊良在去年首次尝试小麦与花
生轮作，种植了 1100 亩高油酸花生。 他
说：“种子是统一提供的，播种、收获都
由专业农机公司来干，还有农技人员全
程指导，再加上种植高油酸花生有政府
补贴，一点都不为收成担心。 ”

“去年亩产近 300 公斤，效益比种玉
米高。 ”王俊良告诉记者，由于采取的是
订单种植，产销不愁，今年又扩大了高油
酸花生的种植规模，面积达 3000 亩。

“我家今年种植了 500 亩高油酸花
生。 ”百善镇百善村种植大户朱跃告诉
记者， 种的这些花生都购买了农业保
险，保险费政府有补助。

“我们统筹规划， 为种植大户提供
‘五统一’服务，全力保障高油酸花生生
产有序、应时种植。 ”濉溪县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介绍，该县多个条件适宜的乡镇
今年普遍推广种植了高油酸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