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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今年第 11 号
台风“白鹿” 或将正面袭击广
东。 23 日，记者从广东省气象
台了解到，“白鹿”将于 24 日穿
过或擦过台湾南部后趋向粤东
到闽南海面，并于 24 日半夜到
25 日早晨以强热带风暴或台
风级（10 到 12 级）在汕尾到福
建漳州市之间的沿海地区登
陆， 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
动，穿过粤北部分市县。

省气象台预计，受“白鹿”
影响，24 日到 25 日， 台湾海
峡、珠江口到粤东海面、南海
东北部海面风力逐渐加大到
8 级～10 级、 阵风 12 级；24
日傍晚到 26 日， 粤东和粤北
市县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珠江三角洲市县有暴雨局部
大暴雨， 粤东沿海市县有 8
级～10 级大风。

气象专家提醒， 台风“白
鹿” 将正面袭击广东， 并给粤
东和粤北市县带来大暴雨和大
风， 沿海市县需做好建筑工
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
道路绿化树木等的防风加固工
作。 此外， 还需防御台风带来
的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山
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汕头、梅州、汕尾、潮州、
揭阳等市相继启动防风应急
响应。广州、深圳、珠海、韶关、
肇庆、惠州、河源、中山、云浮
等市积极部署防御工作。

（张爱丽 许悦 沈钊）

据新华社电 第十二届中国－东北
亚博览会 8 月 23 日在吉林长春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东北亚是全球发展最
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共建“一带一路”为
拓展和深化地区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强调， 当前加强东北亚区域
合作的有利条件不断累积。 本届博览会
以“增进互信合作，开创东北亚美好新
未来”为主题，反映了各方对实现地区
繁荣发展的一致向往。 希望各国政府、
机构和企业代表用好这一平台，汇聚共

识、推进合作、扩大成果，携手开创东北
亚新的美好未来。

又讯 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
览会开幕式暨第十届东北亚合作高层
论坛 23 日在吉林长春举行。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
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胡春华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高
度肯定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活力，指明了
共建“一带一路”为拓展和深化地区合
作带来的重大机遇，以及加强东北亚区
域合作面临的有利条件，对开展发展战

略对接、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提出了殷
切希望，必将对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北
亚各国经贸合作，发挥重要的引领和促
进作用。

胡春华指出， 东北亚是亚洲乃至全
球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当
前加强区域合作面临有利条件和难得机
遇。 中方愿同东北亚各国一道，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进
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拓展投资与产业链
合作、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为促
进东北亚地区繁荣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新华社兰州8月2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 22 日到空军某基
地视察。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
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牢记初心
使命，提高打赢能力，以优异成绩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8 月的陇原大地， 天高气爽，
满目生机。 上午 10 时许，习近平
乘车来到空军某基地。 在热烈的
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驻甘肃

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
单位主官，同大家合影留念。

作战指挥中心内， 官兵们紧
张有序工作着。 习近平来到这里，
察看值班席位，听取有关介绍，详
细了解战备值班和训练情况。

习近平通过视频察看了基地
有关部队 。 某雷达站地处海拔
3600 多米的高原上，常年担负战
备值班任务。 习近平询问官兵工
作和生活情况， 勉励他们发扬传
统、保持本色，锤炼过硬素质，忠
实履职尽责。 某运输搜救团在加

强战备训练的同时，连续 30 多年
执行飞播造林任务。 习近平肯定
他们取得的成绩， 希望他们牢记
人民军队根本宗旨， 继续支援国
家经济社会建设， 完成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随后， 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
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要深入领会
党中央决心意图，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主题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主题教育要
注重实效， 克服形形色色的形式
主义、 官僚主义。 要坚持问题导
向，紧贴实际查摆问题，真刀真枪
解决问题。

习近平指出， 要强化责任担
当，真抓实备，常备不懈，确保一
旦有事能上得去、打得赢。 要坚持
实战实训、 联战联训， 加强对抗
性、针对性、协同性训练，提升训
练质量和水平。 要发挥以战领建、
以训促建作用， 加强作战力量和
保障力量建设。

习近平强调，要狠抓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做好经常性
思想工作和经常性管理工作，确保
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确
保部队安全稳定。要坚持严管和厚
爱结合， 用心带兵、 用情带兵，增
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要把工作
重心放在基层，强化基层党组织功
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各级要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
解难，减轻基层负担，激励广大官
兵集中精力干事创业。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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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开创东北亚新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视察空军某基地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 提高打赢能力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李希主持会议

今晚半夜至明天早晨

台风“白鹿”或正面袭击广东
粤东、粤北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按照提升一级响应的标准
全力以赴防御台风“白鹿”

羊城晚报讯 根据省委、
省 政 府 主 要 领 导 批 示 指 示
要求 ，受省委常委 、省防总
总指挥叶贞琴委托 ，8 月 23
日上午 ，副省长 、省防总常
务 副 总 指 挥 张 虎 在 省 防 总
指 挥 中 心 主 持 召 开 全 省 防
御台风“白鹿 ”视频会商会 ，
进一步研判台风发展态势，
对防御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再落实。

张虎强调， 各地各部门
要切实增强防台风工作责任
感和紧迫感， 充分估计防御
工作面临的不利因素， 密切
关注台风动向， 立足最不利
情况， 按照提升一级响应的
标准， 全力以赴做好台风防
御工作。 要在严格落实“五个
百分之百”、“八个再查一遍”

的基础上， 着力抓好海上防
风、 人员转移、 危险区域管
控、风险隐患排查、次生灾害
防范 、水库调度、预警宣传 、
救援准备等工作， 落细落小
落实落具体各项防御措施，有
力有序有效开展防台风工作。
相关地区主要领导要亲自部
署，靠前指挥。 各级三防部门
要加强应急值守 ，24 小时紧
盯台风发展变化，及时处置突
发情况， 准确报送有关信息。
各级三防责任人要上岗履职，
严格落实县领导联系镇 、镇
领导联系村、 村干部联系户
制度，加强水库 、堤围 、电站
等水利工程和地质灾害隐患
点监测巡查， 全力以赴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最
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2019广东海丝博览会、 第27届
广州博览会在穗举行

高水平合作
高质量发展
李希马兴瑞出席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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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19 年 8 月 15 日 ，
美国政府宣布， 对自华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 分两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12 月 15 日起实施。
美方措施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极大损害中国、 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利
益，也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
易原则。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中方被迫采取
反制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
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
产于美国的 5078 个税目、 约 750 亿美

元商品，加征 10%、5%不等关税，分两
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 12 时 01 分、12
月 15 日 12 时 01 分起实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展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750 亿美
元商品清单中，经审核确定的排除商品，
按排除办法， 不加征我为反制美 301 措
施所加征的关税； 未纳入前两批可申请
排除范围的商品， 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
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是应对美
方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之
举。 中方再次重申， 对于中美两国，合
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共赢才能通向
更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电 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阿
根廷会晤共识，2018年12月14日，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 从2019年1月
1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
停加征关税3个月。2019年3月31日，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从2019年4
月1日起， 继续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
部件暂停加征关税，暂停加征关税措施截
止时间另行通知。

2019年5月9日， 美国政府宣布，自
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
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
提高到25%。2019年8月15日， 美国政府
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
加征10%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

12月15日起实施。美方上述措施导致中美
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违背两国元首阿根廷
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
法基本原则，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决定， 自2019年12月15日12
时01分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
恢复加征25%、5%关税。

中方希望， 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首阿
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回到磋商
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和中方一道朝着终
止经贸摩擦的目标做出切实努力。

自2019年9月1日12时01分、12月15日12时01分起

对 750 亿美元
美国原产商品加征关税

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起

对美国原产汽车及零部件
恢复加征关税

“黑衣人”今又图谋
阻塞机场交通

香港机场禁制令
已获延长

多个车站及职员均
受到激进示威者的肆意
破坏、辱骂

港铁禁制令获批
有效期至下周五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
道：受台风“白鹿”影响，厦门
机场发布航班延误红色预警，
24日22:00至25日5:00，厦门
区域通行能力预计将下降约
70%。 部分航空公司已宣布取
消受影响的航班，其中厦航取
消今明两日111个航班。

厦航取消的航班均为24
日12时至25日13时期间 ，涉
及机场包括泉州、厦门、福州。
其中广东省受影响的航班包
括：原定于24日20:45起飞的

广州-厦门MF8302航班、24
日 22:25起飞的珠海 -厦门
MF8560航班、24日 22:30起
飞 的 珠 海 - 泉 州 MF8644 航
班、25日07:05起飞的厦门-
广州MF8305航班、25日 09:
30起飞的泉州-广州MF8385
航班、25日12:35起飞的广州
-天津MF8314航班。

此外，首都航空、吉祥航
空也宣布取消部分航班。 旅客
出行前应密切留意相关航班
和机场运营动态。

厦航取消逾百个航班
广州飞往厦门、泉州等地的旅客需密

切留意航班动态

近日访港旅客
人数下跌近半

8 月以来部分酒店
入住率跌幅超一半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报
道：受台风“白鹿”影响，8 月
24 日广州南站至上海虹桥站
的动卧全部停运。

停运车次包括 D933 次、
D937 次 、D943 次动卧列车，
均是由广州南站 （经由杭深

线）开往上海虹桥站。
已购票的旅客可到各车站

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网购
车票的旅客如尚未换取纸质车
票，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均
不收手续费。 台风期间旅客须
密切留意列车运行调整情况。

广州南往虹桥动卧全部停运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今今天天
消消息息

关注台风“白鹿”

守守护护香香港港
风风雨雨同同舟舟

““
””

数百辆香港的士挂起国旗，表达
爱国爱港，希望早日恢复秩序

23 日，从港岛筲箕湾出发的张挂中国国旗的出租车行驶在街道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