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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2008黄海沿岸绿潮灾害

“典型案例灾情演化规律及干预策略研究”专题研究组编写

专题负责人：李英冰 联系方式：ybli@sgg.whu.edu.cn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案例名称：2008黄海海域浒苔

地点：黄海海域

时间：2008年 5月-7月
摘要：2008黄海海域浒苔发生于 2008年 5月至 7月，发生在黄海海域，主要分布在青岛市

区南部海域和 2008奥帆赛比赛海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3.22亿元，是多年来青岛市

面临的最严重的海洋生态灾害

受灾面积：最大覆盖面积 650平方公里，最大分布面积 25000平方公里

编制单位：武汉大学测绘学院

1 概述

1.1事件概要

2008年 5月至 7月，黄海海域发生严重浒苔，主要影响青岛市区南部海域和 2008奥帆

赛比赛海域，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3.22亿元，是多年来青岛市面临的最严重的海洋生态

灾害。

1.2 事件发生原因

近年来长江口大规模赤潮逐渐减少，5月起，东黄海 20～25℃等温线逐渐移向长江口，

其所包络的海域为浒苔生长的适温海域。长江口水域营养盐丰富，温盐环境条件良好。在此

条件下，大量浒苔个体开始在长江口形成，随着长江冲淡水不断飘向东北方向的黄海南部，

由于那里水面开阔，冲淡水水流逐步变缓，导致浒苔个体初步集群，形成规模较小的群体。

浒苔群体继续孕育和发展，并在东南风和由南向北黄海表层流的作用下 ，分散而逐步飘向

黄海中部。黄海表层流遇到山东半岛阻挡，表层流和沿岸流交汇在山东半岛沿海形成流隔，

流隔所在水域正是浒苔在胶州湾外黄海大规模集结地。胶州湾形状呈袋状，浒苔入湾后更易

聚集，使之成为整个山东半岛沿海最有利于浒苔集结的水域。这可能是浒苔在青岛沿海集结

形成特大灾害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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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造成损失

此次黄海海域浒苔灾害最大覆盖面积达650平方公里，最大分布面积达25000平方公里，

直接经济损失 13.22亿元。

2 大事记

2.1 时间线

（1）2008/05/15
在黄海西北部距胶州湾约 175公里处（江苏省连云港以东）海面首先发现少量浒苔出现。

（2）2008/05/30
航空监测发现，青岛附近东南海域 140平方千米以外出现大面积水色异常，呈绿色条带

状分布。

（3）2008/06/01
飞机应急监视结果显示，漂浮物分布面积约为 12900平方千米。

（4）2008/06/12
青岛近海出现面积约 8平方千米浒苔聚集区。

（5）2008/06/15
青岛近海崂山头至薛家岛岸段出现浒苔上岸并在岸滩上堆积。

（6）2008/06/20
青岛附近岸滩上平均堆积厚度 0.3-0.5m ，栈桥附近海滩岸滩堆积超过 1.0m。

（7）2008/07/15
累计清运浒苔约 800000吨，浒苔灾害得到控制。

（8）2008/08
黄海浒苔面积逐渐减少。

2.2 应急组织指挥体系

(1) 2008/05/31
从 5月 31日开始，国家海洋局和驻青海洋单位利用船舶、飞机、卫星、雷达等多种手

段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视监测，准确预报奥帆赛场水质和浒苔抵达青岛近岸的时间以及分布

漂移状况。

(2) 2008/06/14
大片的浒苔开始进入青岛近岸海域，覆盖面积不断扩大，青岛市启动应急预案Ⅲ级应急

响应，并迅速从有关区市征调渔船 1500余艘，由 8000余名渔民组成海上打捞队伍。打捞队

伍统一指挥，分片包干，昼夜奋战，在奥帆赛场和附近海域开展浒苔清理。但浒苔面积继续

扩大，分布面积达到 1.3余万平方公里，奥帆赛场 50平方公里海面的浒苔覆盖率达 36.5%。

(3) 2008/06/26
青岛市奥帆赛场海域浒苔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成立。青岛市紧急部署、科学安排，组织

沿海各区市船只、车辆投入近海打捞和岸边清理。同时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将实验成功的攻

兜网（在船的两侧设置横杆，横杆下挂有网兜，打捞船开进密度较大的浒苔区域行驶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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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网兜就会兜住大量浒苔）、浮拖网、手抄网，陆续配备 761艘打捞船。北海舰队和青岛

警备区 24艘水面舰只使用螺旋吸泵分离办法，成为“海上吸尘器”，每小时单舰打捞 10
吨浒苔（脱水），实现了由人工打捞向机械化打捞的转变，打捞效率提高了 20～50倍。

(4) 2008/06/27
山东省政府处置青岛奥帆赛场海域浒苔爆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青岛市干部群众、部

队官兵、志愿者等社会各界 1万余人对浒苔进行了大规模集中打捞清理。市领导带领机关工

作人员在前海区域参加浒苔清理活动。驻青部队首长率 3000名官兵开赴前海一线。根据浒

苔分布情况，陆域组每天制定计划下达有关区政府，市北区、四方区、李沧区、城阳区政府

先后组织上万人次增援前海。陆域组对外公布 2部热线电话，24小时值守，每天接听志愿

参与清苔的单位和个人电话近百次，其中既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社会团体，

也有驻青机构、志愿团体，既有国有单位，也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

害面前，全社会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和凝聚力。当日，出动船只 36艘、车辆 300余台次，

清理浒苔 8563吨，运送浒苔 1502吨。

(5) 2008/06/28
在第三海水浴场开进大型机械之后，利用海水退潮的时间进行作业，第六海水浴场自 3

米多高的堤坝到沙滩铺设了一条坡路，调集推土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到沙滩作业，之后太

平湾、第二海水浴场、石老人海水浴场、雕塑园部分区域全部打通车辆通道，此举大大加快

了浒苔清理速度。

(6) 2008/06/30
召集 12家大型企业部署落实浒苔清理，将团岛至石老人海水浴场划为 12片区域，各企

业分片包干、受领任务。

(7) 2008/07/04
山东省交通厅迅速从济南、淄博、潍坊、枣庄、莱芜、日照、临沂、烟台、威海等 9

个地区调集 221辆自卸车、25台装载机赶往青岛。在完成了青岛港 8号码头等地的浒苔运

输后，省交通浒苔抢险队伍又承担了省委、省政府交办最艰巨、最困难的四方区浒苔卸货堆

场清运任务。四方区浒苔卸货堆场占地 200多公顷，需抢运的浒苔近 20万吨。为完成清运

任务，总指挥部紧急下达调派令，要求正在其他作业地点进行浒苔抢险工作的队伍携带全部

机械设备迅速投入到四方区浒苔卸货堆场开展工作。

(8) 2008/07/09
山东省交通厅紧急调派援军，要求东营、济宁、泰安、滨州、德州、聊城、菏泽 7市迅

速集结运输设备和施工机械，于 7月 9日 12时前赶到青岛浒苔抢运现场。市交通委组建了

应急指挥体系，开通了环胶州湾高速 1～4号绿色通道，协调从青岛港区借道，提高了运输

效率。市建委对全市建筑施工企业的自卸车、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进行全面

摸底统计，要求各单位随时待命，做好加入战斗准备。市国资委协调海湾集团、青岛港、青

岛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4808厂、海润自来水公司、青岛发电

厂、交运集团等企业抽调 11台吊车分赴沙子口渔港、军港、小麦岛码头等地执行浒苔清理、

作业船吊装任务。市公安交警部门专门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针对运输浒苔车辆运行区域大

多位于前海旅游一线，并且正值旅游旺季、交通压力较大的问题，对贵州路至东海路区域合

理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或限制无关车辆进入；施划东、中、西三条浒苔运输车辆专用路线，

允许浒苔运输车辆借用公交车专用道通行，优先放行，确保了浒苔运输车辆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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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层级政府关键决策部署

(1) 2008/05/31
2008年 5月 31日，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航拍资料和海上作业的渔民反映，黄海中部

出现大量绿藻——浒苔，不断向青岛近岸海域漂移。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协办城市，奥帆赛场

漂入浒苔，将影响比赛的顺利举行。如果处置不当，会使青岛市人民为筹备奥帆赛花费的 7
年多心血付之东流，而且会给北京奥运会造成较大的损失。青岛市领导对这一情况高度警觉，

夏耕市长立即作出指示，责令市海洋与渔业局在第一时间启动浒苔清理应急预案。

(2) 2008/06/17
青岛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汇报，根据事态发展，在一周内相继启动Ⅱ级、Ⅰ级应

急响应。从启动Ⅲ级响应到完成处置任务，市政府先后召开 17次专题会，下发 7份指导性

文件，对各个阶段的工作目标任务果断作出决策。

(3) 2008/06/18
青岛市市长夏耕报请山东省政府，请求组织协调日照、烟台对沿海漂浮浒苔进行监视，

并采取有效清理和堵截措施。

(4) 2008/06/20
青岛市市长夏耕与有关部门领导到海上查看浒苔分布和打捞情况，并在奥帆中心召开现

场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会议认为，就事态发展情况，仅靠青岛自身力量进行清理难度很大。

为解决浒苔灾害，保证奥帆赛的顺利举办，夏耕现场与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通电话，请求

国家海洋局给予支援。当日下午，受山东省省长委托，副省长李兆前飞抵青岛主持召开青岛

海域浒苔情况分析协调会。

(5) 2008/06/22
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一行赶到青岛进行会商。

(6) 2008/06/23
山东省政府在青岛召开浒苔清理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青岛市近海海域漂浮浒苔的处

置工作。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王飞、山东省副省长李兆前、青岛市副市长张元福等出席，来自

全国海洋、教育、农业等系统的 25名海洋专家参加会议。专家们一致认为，在奥帆赛场外

设置隔离防线，把浒苔消除在青岛外海，是防控浒苔对青岛近岸影响的有效方法。

(7) 2008/06/24
海洋所成立了青岛海域浒苔发生应对专家组，部署了多学科研究力量，重点研究浒苔可

能的来源及其生长、消亡机制，为灾害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8) 2008/06/25
海洋研究所就前期研究工作和当前应急部署向中科院及青岛市政府作了书面报告。与此

同时，海洋所紧急指派正在南黄海执行任务的“科学三号”科考船，密切关注浒苔发展动向，

尝试寻找浒苔的水下可能集中分布区域；并派出“创新号”科考船，锁定青岛关键海域，开

展断面调查，力求系统掌握浒苔发生的动态变化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且“科学一号”科

考船随时待命，计划联合其他科研单位一同开展科考工作。

(9) 2008/06/26
由青岛市夏耕市长“领军”的青岛市奥帆赛场海域浒苔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正式成立，

这个由海域打捞组、陆域打捞组、军地协调指挥中心等十几个部位组成的指挥部，带领千万

军民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处置浒苔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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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08/06/27
山东省政府处置青岛奥帆赛场海域浒苔爆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

(11) 2008/06/29
在处置浒苔自然灾害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作出批示，要求研究应对措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作出批示，指示要尽快核实情况，采取有力措施，

切实做好浒苔处置工作。

(12) 2008/07/01
胡锦涛再次批示：“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依靠科学、有效治理、扎实工作、务见成效。”

同日，奥帆赛浒苔处置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省市领导姜异康、姜

大明、阎启俊、夏耕等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阎启俊在会上讲话，对青岛市浒苔处

置工作作出部署。

(13) 2008/07/02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批示，中国科学院资环局紧急

组织来自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生态环境中心、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遥感应用研究所的 14位专家组成中国科学院专家组，赴青岛协助山东省、青岛市开展青岛

海域突发海洋自然灾害治理工作，实地考察了浒苔灾害现场。当天下午，在青岛市副市长张

惠的组织下，专家组与在青多家涉海单位的专家、领导进行了座谈，了解相关背景情况。

根据研究情况，中国科学院专家组迅速提出建议表示：第一，在当前阶段需要进一步加

强监测与预警；第二，针对奥帆赛所在时间段，加强对奥帆赛及周边海域灾害性浒苔或其他

藻类暴发事件的预警、预报工作，为预防和治理争取时间，确保奥帆赛顺利进行；第三，加

强实用性技术手段的研究、示范、推广，提高打捞浒苔的效率，达到尽快清除比赛海域浒苔

的目的。其中，实用、高效的打捞技术、装置研发应用尤其重要。专家组的建议得到了山东

省青岛市的高度重视。

7月 2日晚，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山东省、青岛市青岛海域浒苔处置应

急专家委员会成立。该专家委员会的成立，为青岛奥帆赛场海域浒苔暴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提

供了决策依据和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在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所研究员、海洋环境学家周名江担

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孙松担任生态组组长，海洋研究所所

长助理王凡和研究员李鹏程分别担任监测预警组和处置组副组长。此外，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中心、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所、遥感应用研究所的专家都分别进入专家委员

会。

(14) 2008/07/03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来到青岛，紧急协调中国科学院参与浒苔灾害治理的工作，并

指示尽快为青岛市应急指挥部提供卫星遥感资料，确定浒苔分布面积、漂移路径等，为指挥

部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15) 2008/07/04
海洋研究所迅速行动起来，和遥感应用研究所密切合作，快速及时地为山东省、青岛市

指挥部提供了浒苔分布的卫星图像和海区动力环境情况，使指挥部准确科学的决策得到了重

要保障。之后，两所继续利用科考船和卫星遥感等先进的观测手段开展浒苔大面积海域监测

工作，持续为山东省、青岛市提供关于浒苔的各种科学数据。

(16) 2008/07/18



6

为探究本次大规模浒苔灾害的发生机理，为科学治理浒苔，保障“绿色奥运”、“平安

奥运”发挥科技支撑力量，2008年中国近海海洋科学考察开放共享航次从青岛起航，航次

由中科院海洋所与青岛市科学技术局联合组织实施。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电波传播研究

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6个科研单位的 25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此次航行。本次航行

历时 16天，共完成了黄东海典型海域的 8个断面、67个站位的观测调查，取得了一大批基

础数据和资料，为浒苔灾害的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3 预防与先期准备

（1）应急资源的预防与准备

2008年 6月 14日，青岛市启动应急预案Ⅲ级应急响应，并迅速从有关区市征调渔船 1500
余艘，由 8000余名渔民组成海上打捞队伍。打捞队伍统一指挥，分片包干，昼夜奋战，在

奥帆赛场和附近海域开展浒苔清理。

青岛市城建部门作为岸边清理的协调机构，全面负责组织协调海藻的岸边清理和后续处

置工作；市交通部门负责调剂运力．满足需要，并负责协调调度专项船舶的调配；海事部门

做好外海海域海藻的堵截工作；市经贸部门要做好海清理船舶燃油补给工作；市气象部门要

做好天气和海浪预报，为海藻清理工作提供气象服务；市环保部门要加强前海线排污人海的

监测监管，切断有利海藻生长的营养源，并加强海藻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市双拥办协调请求

驻青部队对海藻清理工作给予支援；各船只所有单位要充分利用各自的船舶资源，参与和协

助海海藻清理工作。

（2）构建各级政府、部门联动作战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对 2008年浒苔灾害给予了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就

浒苔应急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依靠科学，有效治理；扎实工作，

务见成效。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国家海洋局迅速响应，及时组织局属有关单位

以及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海洋环境监测力量，联合中科院遥感监测监视优

势力量，配合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委市政府，积极开展浒苔灾害应对工作。

此外，为有效应对和处置青岛近海海域的浒苔聚集事件，确保 2008年奥帆赛顺利举办，

国家海洋局组织山东省政府、青岛市政府及当地驻军成立了处置青岛奥帆赛海域浒苔海洋自

然灾害事件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并部署山东沿海日照、烟台、威海三市，按照

“属地管理”原则，对所辖海域内的浒苔等漂浮物进行拦截、打捞和清理，防止浒苔随风、

流漂入青岛海域，全面指挥、协调和调度海上浒苔应急处理工作。

（2）科研机构提供专家技术支持

为科学、有序地应对青岛海域浒苔爆发事件，经协商，由山东省处置青岛奥帆赛场海域

浒苔爆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科技部、中困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联合成立了由 20余位专家组

成的青岛及周边海域浒苔自然灾害应急处置专家委员会，根据浒苔监测预警、围捞、处置及

生物生态学等 4项工作的需要，设立了 4个专家组。为处置青岛奥帆赛场海域浒苔爆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提供决策依据和科技支撑。重点包括实时监测和分析青岛海区海洋环境要素、生

态环境变化、浒苔分布面积、漂移路径等情况，对浒苔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预警；研究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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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确定浒苔生长机理、生活史、生态特点和功能，大规模爆发的原因、过程和机理，对浒苔

大规模爆发产生的次生环境效应进行评价；研究浒苔快速围拦、打捞、输运和海上现场处置

技术以及打捞后浒苔的快速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

4 应急响应与救援

4.1 态势评估

（1）浒苔分布情况监测

从 5月 31日开始，国家海洋局和驻青海洋单位利用船舶、飞机、卫星、雷达等多种手

段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监视监测，准确预报奥帆赛场水质和浒苔抵达青岛近岸的时间以及分布

漂移状况。
7月份，海洋研究所和遥感应用研究所密切合作，快速及时地为山东省、青岛市指挥部

提供了浒苔分布的卫星图像和海区动力环境情况，使指挥部准确科学的决策得到了重要保

障。之后，两所继续利用科考船和卫星遥感等先进的观测手段开展浒苔大面积海域监测工作，

持续为山东省、青岛市提供关于浒苔的各种科学数据。

图 1 黄海西北部浒苔监测图[2]

4.2 信息报告与信息通告

【说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信息上报记录。 】

4.3人员疏散与安置

【说明：列举针对人员等承灾体应急救援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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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医疗救治

【说明：列举事件发展过程中医疗救治活动 】

4.5 社会秩序维护

鉴于此次危机正值奥运期间，对于此事件的应急反应过程中可谓是全民总动员。从中央

到地方，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民众，浒苔的清理进程牵着全体中国人的心。驻青各部队将清

理处置浒苔作为当前一场重中之重的攻坚战，积极配合地方开展近岸海域浒苔清理工作。网

络、电视等媒体也合作其中，及时地将危及应对情况传递给公众，发挥了良好的信息传媒的

作用。借助新闻媒体及时传递突发事态进展的最新信息和权威信息，一方面让公众及时了解

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作为，正确引导公众，另一方面有助于调动社会各方救助力量，展

开有效救助，再者也利于增强公众的安全意识，从而在根本上减少海洋突发事件的发生。

5 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风险沟通）

5.1 信息公开（对外、对市民）

【说明：对外部和市民进行的信息公开活动，包括电视台和互联网发表信
息公告】

5.2 网络舆情

【说明：来自互联网的信息、以及干预活动】

6 恢复与重建

6.1 事故调查

【说明：对事故的发生、发展、结束等过程进行技术调查活动。】

6.2 恢复重建举措

【说明：事故发生后的恢复与重建活动。】

6.3 善后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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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保险理赔

7 分析及评述

在浒苔清理过程中，青岛市采用“大企业分片包干、大机械提高效率、大运量日产日清、

全方位加强保障”的工作措施，调集全市和兄弟城市以及部队支援的运输装载车辆，组成

1000台各种运输、装载车辆的运输车队和 3000人的清运队伍，开辟 37条专用通道，确保

运输畅通无阻，大力提高浒苔转运效率。至 8月底，累计清理浒苔 76万吨。威海、烟台、

日照、潍坊、东营等城市积极行动，全力投入到青岛近海的浒苔清理。烟台市日均出动车、

船 123台（艘），人员 1820人，累计清理浒苔 25.8万吨。威海市日均出动车、船 110多台

（艘），人员 3100人，累计清理浒苔 5.18万吨。日照市日均出动车、船 70台（艘），人

员 477人，累计清理浒苔 3474吨，有效缓解了青岛海域浒苔治理压力。全省交通系统 1459
名精兵强将按照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支援青岛，12天中，17支抢运队完成运输浒苔 4923
车次，车辆总行程达 136万公里。驻鲁驻青部队共出动兵力 12万人次、车辆 4000台次、舰

船 300多艘次、飞机 17架次，清理浒苔 20多万吨。经过一个多月奋战，青岛在奥帆赛 50
平方公里及周边海域，成功布设了两道浒苔防护设施，并调集上千艘船只进行打捞，有效控

制了浒苔对赛场的侵扰，取得了抗击浒苔自然灾害的“决定性胜利”。

对于 2008青岛海域浒苔事件的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参与，在 2008年的奥运年，青岛作为

世帆赛基地，在世帆赛开始的同时，青岛的近海海域出现了大量的浒苔，这是一个典型的突

发事件，在这次浒苔事件中，政府一直是作为主导地位对这次突发事件进行应急管理，也是

对于这次浒苔事件的解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家一些重要领导人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处理

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且召开专题会议就浒苔事件的工作进行相应的指导。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这次事件得到了有序的处理。虽然说政府在这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但是社会公众的力量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在这次浒苔事件的处理当中，青岛市的一些社会组

织也参与进来，一些当地高校师生也参与进来，还有当地的一些大小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也

纷纷参与到清理浒苔的工作当中。在这次浒苔事件当中，社会对于应急管理的参与形式也不

相同，除了青岛之外，一些其他省市也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对这次事件提供一些硬件方面

的支持，一些当地的渔民也提供了一些处理浒苔方面的经验，一些科研机构和海洋环境方面

的专家也对这次事件提供科研技术方面的支持，并主持研发浒苔收割机等设备，大大提高了

这次浒苔事件的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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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新闻报道

2008抗击浒苔

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2132/n30400816/n20551440/n26245844/n26362131/151215013
206771515.html
回看 2008大事件：抗击浒苔展现青岛力量(图)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01/20090106/news_20090106_772359.shtml
环境舆情应急管理 青岛海域浒苔爆发事件

http://www.tiansongdata.com/train/526-cn.html

8.3 数据汇总

8.3.1 浒苔密集分布区特点

外海浒苔多呈条带分布，在青岛海域聚集期间受海岸线与风场及沿岸流的作用往复漂移，并

整体向东移动。而且在漂移过程中浒苔不断增长，最终呈现了罕见的大面积飘浮聚集态势。

8.3.2 灾害期间气象数据

表 1 浒苔灾害期间气象数据
平均气温（℃） 平均降水（毫米） 平均风速（米/秒）

6月 19.4 49.7 3.9
7月 24.3 369.3 3.8

8.4 图片与视频

（1）《2008青岛浒苔》

来源：http://www.iqiyi.com/w_19rrn2mo61.html
说明：新闻报道记录片，对青岛市气象局气候科科长李德萍等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2132/n30400816/n20551440/n26245844/n26362131/151215013206771515.html
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2132/n30400816/n20551440/n26245844/n26362131/151215013206771515.html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01/20090106/news_20090106_772359.shtml
http://www.tiansongdata.com/train/526-cn.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rn2mo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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