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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前段春光无限，后段阴雨绵绵

成都最高温度 有望升至 20℃

■ 天府早报记者 朱佳慧

今日是2月14日，
农历腊月廿九，你到家
了吗？如果你和小早
一样，还没有踏上回家
路，不妨提前了解一下
春节期间的天气。目
前来看，春节期间成都
气温呈回暖态势，什么
叫“直线升高”，春节期
间尤其是节假日前半
段时间的气温，将给你
一个最佳答案。

中央气象台说，春节假日期间
（2月15日—21日），全国无寒潮和
大范围低温冰冻天气，气象条件总
体对假日活动较为有利。期间，全
国大部地区偏暖为主，仅西北、东
北部分地区偏冷。北方天气晴好，
南方地区阴雨日数多，青藏高原东
部多降雪。

四川省气象台预计，2月15日
—17日，盆地以多云天气为主，气
温偏高，天气静稳，不利空气污染
物扩散；18日—21日受冷空气影
响，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 3—
5℃，东北部雨日较多；降水时段
需注意行车安全。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偏
高，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可达4—5级，需注意防火。
事实上，从 12 日开始，全国

大部地区已开启回暖之旅，北方
迎来近期气温的最高点。虽说
冷空气没有停歇的意思，好在强
度不强，除夕至初六（15—21日）
我国无寒潮和大范围低温冰冻
天气。而 14 日有一股冷空气来
袭，西北、华北、东北南部以及黄
淮北部的气温会稍被打压一下，
有2—6℃的降幅，但由于这股冷
空气较弱，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基
本可以忽略。

据春节天气趋势预报显示，春
节假日前4天，成都主要以多云好
天气为主，气温可谓“直线回暖”，
日最高气温有望升至20℃。

2月15日（除夕）：
多云间阴，气温6—19℃
2月16日（初一）：
晴转多云，气温5—20℃
2月17日（初二）：
阴天间多云，气温8—17℃
2月18日（初三）：
阴天间多云，气温8—15℃
2月19日（初四）：
阴天，气温7—14℃
2月20日（初五）：
阴天有小雨，气温6—13℃
2月21日（初六）：
阴天有小雨，气温5—11℃

春节假日期
间天气预报成都成都

除夕(2月15日)：盆地东
北部、南部阴天转多云，盆地
其余地方多云间阴天；川西高
原和攀西地区多云间晴，其中
甘孜州南部有分散阵雪。

初一(2月16日)：我省各
市州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
主，盆地平坝河谷地区早上
到上午有雾。

初二(2月17日)：盆地以
阴天为主，东北部有小雨；川
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间晴。

初三(2月18日)：盆地东
北部阴天有小雨，盆地其余
地区阴天间多云；川西高原
大部和攀西地区以晴间多云

天气为主。
初四(2月19日)：盆地东

北部阴天有小雨，盆地其余
地区阴天间多云；川西高原
大部和攀西地区以晴间多云
天气为主。

初五(2月20日)：盆地大
部阴天有小雨；甘孜州北部
和阿坝州多云间阴天，有分
散阵雪（雨），甘孜南部和攀
西地区多云间晴。

初六(2月21日)：盆地各
市阴天有小雨；川西高原多
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雪
（雨），局部地方中雪（雨）攀
西地区多云间晴。

今年春节是本世纪以来第三
晚，仅早于2007年（2月 18日）和
2015年（2月 19日）。这主要是受
去年闰六月的影响，也就是说，因
为2017农历丁酉年（俗称鸡年）有
了个闰六月，全年384天，比公历
年多19天，因此，2018年农历戊戌
年（俗称狗年）春节比去年推迟了
19天，这或是今年春节偏暖的原因
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今年
春节期间，没有强冷空气来扰。

但从16日开始至20日，还有
一股中等强度冷空气自西向东影
响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4—5级
偏北风，气温下降4—8℃；最低气
温0℃线将位于安徽、江苏中部沿

淮河一带。
北方春节假日期间气温虽稍显

低迷，不过这种低迷也只是从回暖
后的明显偏暖转到接近常年同期的
状态，不会降至常年偏低水平。

这股冷空气或在春节假期的
后3天影响蓉城，大成都范围内局
地迎来小雨，最高气温随之下降
3—5℃。

总之，对成都而言，春节假日
期间，前段春光无限，后段阴雨缠
绵，虽然降温降水不多，但仍要注
意其对返程的影响。同时，虽说这
个春节以偏暖为主，也别忽略的早
晚的寒意，提醒大家在守岁的时
候，还是要注意保暖哦。

18日开始降温 日平均气温累计下降3—5℃

春节较晚且无强冷空气 或致今年春节偏暖

四四川川春节假日期间天气预报

天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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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如遇欠费
反插电卡可透支10元
■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春节将至，即将到来的七天大假，市民或是选择宴请
宾客，或是选择外出游完。那么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
电气又将如何保障呢？遇问题市民可以找谁啊？费用在
哪儿缴纳呢？

用气篇
24小时专人值守保障

据成都燃气工作人员介绍，
服务中心收费窗口、水碾河收费
点、少陵路收费点将于2月16日
—18日全体放假，2月15日、2月
19日—21日按周末值班制度安
排收费岗位人员值班。

为确保安全平稳输供气，成
都燃气将按照抢险管理制度和相
关应急预案，做好抢险、急修工作
准备，保证接险必出，抢修及时，
解决客户后顾之忧，并要求服务
中心提前在中心及收费网点贴
出放假公告并做好解释工作。

用水篇
多点位供市民缴纳水费

据成都市自来水公司消息，
所有客户服务厅及收费点春节
期间放假时间为：2月15日—21
日，在此期间各点位暂停服务，2
月22日恢复正常营业。

成都主城区可通过多种方
式缴费，包括红旗连锁、利安电
超市、华夏通成（百姓e家）。此
外，市民还可以通过支付宝、财
付通网络缴费，以及光大银行、
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农商银行、
成都银行等银行按其公布的春
节营业时间开展代收业务。

用电篇
反插电卡可透支10元

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春节期间，成都各城区
供电营业厅2月 16日至18日休
息，2月15日、2月19日至21日按
周休日工作时间（9:00至16:00）对
外营业，实行无午休制度。除营
业厅外，市民还可以通过掌上电
力APP、红旗连锁、支付宝等缴纳
电费。特别提醒的是，当忘记充
值造成智能电表欠费跳闸后，可
将购电卡反插入电表使电表合
闸，即可启动“10元应急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