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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亚”
来了，今明请注意防范
外围环流将影响泰州，
将有 7 级大风
本报讯（记者 朱虹）昨天上午 10 时，中国气象台
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超强台风“玛莉亚”今
天登陆我国，将对闽东浙南地区造成直接冲击，我市
也会由于其外围环流影响，出现阵风 6 至 7 级的大风
天气。
据悉，此前在“玛莉亚”还是热带风暴的时候，就
已造成关岛的美军基地不少战机受损，而它也在生
成后不到两天的时间里，迅速成长为超强台风，这也
是当前台风的最高级别，
其强度增长之快、维持之久令
人惊叹。
昨天中国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并将台风
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昨天下午，浙江和福建地区的
沿海风浪已明显增强，当地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就是因
为
“玛莉亚”
这次直奔福建、浙江而去。
而台风“玛莉亚”登陆我国后，将给台湾、福建、浙
江、江西等地及东海等海域带来强风雨天气。台湾以
东洋面、东海南部、台湾海峡、福建沿海、台湾沿海、浙
江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 7 至 10 级。降水方面，从

昨夜开始，台湾、福建、浙江南部和沿海、江西中南部、
湖南中东南部等地将先后有大到暴雨。
暴雨可能会引发城乡内涝及山洪、滑坡等灾害，
眼
下正值暑假旅游高峰期，有市民可能会去浙江福建游
玩，最近，这两个地区都会直接受到“玛莉亚”的影响，
建议这段时间在此游玩的人最好更改旅行内容，注意
旅途安全。
台风“玛莉亚”直奔闽东浙南而去，其外围环流也
会对周边地区的天气造成明显影响。昨天下午省气象
台发出了大风警报，指出 11-12 日受台风外围影响，
我省风力增大,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
市气象台表示，虽然台风不会给我市带来多少降
雨，不过还要注意午后分散性雷阵雨。而地面东南风
较大，今明两天阵风可达 6 至 7 级，江河湖面风力可达
7 至 9 级。一般来说，6 级大风中举伞行艰，7 级迎风走
就会感觉费力，建议大家出门时注意避开广告牌和大
树。另外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最好紧固易被风吹动的
搭建物，
妥善处置放在阳台外的花盆等物品。

省物价局发布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预期调查报告

七成受访者预计房价还将上涨
扬子晚报昨日报道，省物价局 7 月 9 日发布了三
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预期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 375 名
江苏的专家及专业人士中，七成人预计三季度房价还
将上涨，
且上涨预期较上季度大幅上升。
“除苏州、连云港、盐城三市的上涨预期不到 50%
外，其余 10 个城市的上涨预期均超过一半，其中南京
65.5%是这 10 个城市中最低的，其他 9 个城市的上涨
预期都在 80%以上。”省物价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孔
祥平介绍。
孔祥平认为，上涨预期的大幅增加，表明了社会对
未来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心理预期。但是，中央在房地
产市场调控上的目标和政策没有变化，保持商品房价
格的基本稳定，仍然是各级政府坚持的原则和目标。
我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将密切关注房地产市场走
势严加管控，
抑制投机，引导并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
稳发展。

马上就访▶▶
近期市区商品房成交量走高
来自我市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本月以来，市区商
品房成交已超过 700 套。7 月 2 日至 8 日，市区商品房

销售面积 10.66 万平方米，与上周环比上升 153.21%，
与上月同比上升 149.07%，
与上年同比上升 210.79%。
近日，高港区统计局也发布消息称，今年 1 至 5
月，高港区商品房销售面积 22.23 万平方米，增幅位于
全市第一。其中，住宅销售 21.9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2.41%。
据了解，住建部等七部委正在国内 30 个城市先行
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虽然泰州不在
30 个城市之列，
但房管部门也正在开展一系列行动。
近期，市房管局在市区碧桂园湖悦天境、恒大华
府、凯尔上东等热点楼盘进行了调研，了解各楼盘开
发、销售情况，强化监管，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要依法
依规开展房地产开发、销售等活动，
不得捂盘惜售或变
相囤积房源，不得违反政府备案价格要求销售商品房
或以附加条款限制购房人合法权益，不得限制购房人
使用公积金贷款或按揭贷款，
不得发布虚假房源信息、
恶意操作、哄抬房价。
下一阶段，市房管局将着力建立违法违规行为定
期通报制度，将有效投诉举报记入开发企业信用档案，
加强部门联动，
建立违法违规行为移交查处机制，
继续
加强市场研判，
防范市场风险。
记者 张庆龙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有
时阴有阵雨，东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最低气温 26～27℃，最高气温
33～34℃。
明天多云，东南风 5 级阵风 6
到 7 级，最低气温 26～27℃，最高气
温 34～35℃。
13 日晴到多云，东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最低气温在 27℃左右，
最高气温 34～35℃。

今日生活指数
人体舒适度指数：
3 级，体感热，不舒适。
紫外线强度指数：3 级，紫外线强度中等，需涂
擦防晒霜。
着装厚度指数：6 级，适宜穿着短裙、
短套装等。
感冒发病指数：3 级，较易感冒，体弱的朋友需
特别注意加强自我保护。
空气质量等级：良-轻度污染。

●彩票
7 位数（第 18105 期）
中奖号码：9 2 1 3 2 5 7
排列 3（第 18184 期）
中奖号码：2 6 1
排列 5（第 18184 期）
中奖号码：2 6 1 6 2
双色球（第 2018079 期）
红球：14 15 17 22 24 29 蓝球：13
15 选 5（第 2018184 期）
中奖号码：01 02 05 09 13
3D（第 2018184 期）
中奖号码：4 7 3
本信息如与公证开奖结果不符，以后者为准。

美和物业好人好事

多位业主酒后骑车摔倒，美和保安细照料
“喝酒千万不能贪杯！”美和物业保安申小云，这
两天总忍不住提醒身边爱喝酒的业主朋友。原因就
是近段时间，在美好·易居城云庭小区东门值岗的
她，已经连续多次看到醉酒摔倒的业主了，
“ 不受伤
还好，受了伤多难熬。”说着她又皱起了眉头，替上次
摔伤脸的老人家担忧。
两周前的一天晚上 9 点多，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
正要从东门进入小区，突然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正
好看到这一幕的申小云吓了一跳，急忙上前查看情
况。一靠近老人，申小云就闻到了浓浓的酒味，老人
家晕乎乎的，摔得不轻，脸上有多处擦伤，甚至出了
不少血。
她赶紧用对讲机喊来值班保安徐小海，一边耐
心询问老人还有没有别的地方不舒服，一边扶起老
人到一旁坐下。老人回答没事，并且告诉她家住几

号楼，她便和徐小海一起搀扶着老人将他安全送到
了家。
此前还有一位业主刘先生，晚上喝完酒骑自行
车回家，快到小区门口了，突然重心不稳，猝不及防
栽倒在地，偏巧刹车龙头倒地方向顶住了他的胸部，
摔下来时特别痛。刘先生在感谢信中回忆道：我当
时通得打滚，直呼救命，保安孙宜荣、申小云以及徐
小海，闻声都跑了过来，及时扶起了我，孙宜荣见我
疼得厉害，
还帮我打 120 叫了救护车。
申小云和徐小海一起把刘先生扶到岗亭内休
息，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的感受，对他关怀备至。过了
一会儿刘先生表示有所好转，请他们给妻子打了电
话，又休息了会儿，他们两人协助将刘先生送回了
家。
●范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