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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在巴西北部隆
多尼亚州航拍亚马孙雨
林火灾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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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
赵映光，通讯员王壮伟报道：
受台风“白鹿”影响，8月24日
至26日，广东中北部、湖南南
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
雨， 其中广东北部局地特大
暴雨。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公布， 从 24 日 18
时起， 从广东往上海和杭州
等地区的杭深线等路线、以
及广东往湖南和江西等地区
的部分路线启动防洪Ⅱ级应
急响应。 从广州南、深圳北等
站始发的往上海虹桥车站等

方向的共计 63 趟高铁停运。
停靠或者终到广州东、汕头等
站的共计 19 趟普速火车停运
或改线。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8
月25日， 广州南站、 深圳北
站、潮汕站、汕头站、广州东
站、福田站、香港西九龙站将
停运部分动车组，部分普速列
车停运或改终到始发站。

长三角铁路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深圳、珠海、广州到上
海的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同
时，旅客列车临时调整运行。

详见 A3

关注台风“白鹿”

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映
光、张爱丽、许悦报道：今年
第 11 号台风“白鹿”于昨日和
今早先后登陆台湾屏东、福建
东山县。 今天上午 10 时，“白
鹿”中心已位于广东省饶平县
境内，中心最低气压为 992 百
帕。 广东省气象局预计，之后
将以 20 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
北方向移动， 穿过粤北市县，
强度逐渐减弱。

上午 9 时， 羊城晚报记
者在饶平县城黄冈镇看到，
目前当地风雨并不大。 饶平
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
从 24 日 9 时至今天 9 时，饶
平县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所城
镇，降雨量达 67.6 毫米。

受台风“白鹿” 影响，粤
东地区各地均出现了不同程
度降雨，暂无任何灾情报告。

汕头市气象台于 8 月 25
日 8 时 20 分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信号， 请注意防御。 据

悉，受台风“白鹿”环流影响，
今天汕头主城区将有暴雨到
大暴雨降水， 局地可能伴有
6-7 级短时大风。

25 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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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粤东市县
有 7 级 -9 级大风，粤北市县
有 6 级 -8 级大风， 台湾海
峡、珠江口到粤东海面、南海
东北部海面风力 7 级 -9 级、
阵风 10 级。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
指挥部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
管理厅于昨日 20 时 30 分将
防风Ⅳ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
风Ⅲ级应急响应。 要求受台
风影响严重的潮州、 汕头、
汕尾 、揭阳 、梅州、河源 、韶
关 、清远等市结合本地实际
认真研判灾害风险 ，按照提
升一级响应标准落实台风
防御措施。

羊城晚报讯 8 月 24 日
晚， 省防总召开我省防御台
风“白鹿”视频会商会，进一
步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同志关于防御台风工作的要
求， 听取有关地市和部分省
防总成员单位工作汇报，深
入研判防御台风形势， 对防
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 省委
常委、 省防总总指挥叶贞琴
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
防总常务副总指挥张虎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
重要论述， 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突出防御重点，加强会商
研判， 紧盯薄弱环节和突出
问题，及时堵塞漏洞，全力做
足做细做实各项防御措施 ，

坚决防止群死群伤的事件发
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要及时更新台风信
息，加强预警宣传，对风险点
重点把控， 扎实做好渔船回
港、海上作业人员上岸、危险
区域人员转移等工作， 确保
“五个百分百”“八个再查一
遍”落实到位。 沿海重点地区
要切实做好防风防浪防潮及
城市内涝、海水倒灌等防御工
作；山区要重点加强山洪地质
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小山塘
小水库小水电站的防御工作
及次生灾害发生。 要压实责
任， 尤其要压实镇村责任，台
风和强降雨直接影响地区党
政主要领导要深入一线指挥，
严格执行县领导联系镇、镇领
导联系村、 村干部联系户制
度。 （符信）

巴西或派军队
扑救

亚马孙
雨林火灾

省防总召开防御台风视频会商会强调

做足做细做实各项防御措施

白鹿今晨登陆福建
10 时已进入广东饶平
粤东粤北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今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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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列车停运或调整运行

北上华东 63 趟高铁停运

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

商务部：美方必将自食其果
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宣

布进一步提高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
率发表谈话。

8月24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
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 这种单边、霸凌的贸易保护主

义和极限施压行径， 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共
识，违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严重破
坏多边贸易体制和正常国际贸易秩序，必将

自食其果。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不要误判形
势，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立即停止错
误做法，否则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办座谈会

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
新华社电 全国港澳研究

会24日在深圳举办“重温邓小
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
话， 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
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专
题座谈会，香港、澳门和内地4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与会专家
学者认为， 重温邓小平同志重
要讲话，有利于正本清源，准确
分析香港当前局面的根源 ，找
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前香港
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
面，走出困局，最重要的是要回
到“一国两制 ”的初心，要珍惜
和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
的特区宪制秩序，止暴制乱，维
护法治，守护家园。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
表示， 邓小平先生是“一国两
制”伟大构想的创立者，其有关
“一国两制” 构想的系列重要讲
话，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非凡
的洞察力、预见性，至今仍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近
期在香港发生了损害香港根本

利益、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暴力
活动，且长时间持续，如果任其
蔓延发展， 香港就有沉沦的危
险。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
场是要守护“一国两制”，还是要
毁掉“一国两制”的决战。 当此
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关
于“一国两制”的一系列重要讲
话， 从中汲取辨析问题的智慧、
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开拓前行的
动力。

他指出，解决当前香港问题
之道， 必须在宪法和基本法共
同构成宪制基础的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上深化认识、 凝聚共
识，形成全社会维护法治、守护
家园的坚强力量。 对于要从根
本上毁掉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毁掉香港法治的犯罪活动，
绝不能姑息，必须依法惩治。 香
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抓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
遇 ，凝神聚气，和衷共济 ，在当
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排除
干扰，再创辉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
员会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
会长谭惠珠表示，邓小平先生曾
经说过“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
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
管， 就万事大吉了， 这是不行
的”。 她指出，“一国两制”、高度
自治并非中央什么都不管。 香港
发生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或者
属于中央管理的事务，中央都可
以出手解决， 也必须出手解决，
这是中央的权力，也是中央的责
任。 香港发生动乱，中央当然可
以干预， 干预就是要拨乱反正，
让“一国两制”回归正轨。驻军是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原则
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
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
教授刘兆佳表示，邓小平先生从
居安思危和深谋远虑的战略高
度，早就预见到回归后香港内部
和外部反华势力联手在香港制
造动乱，并以此牵制中国崛起的

可能性。 为了应对那些可能出现
的动乱，中央在设计香港特别行
政区制度和制定香港基本法时
已作出了相应的安排。 中央在必
要时可以出手平息香港的动乱，
从而保障“一国两制”的运行，维
护香港和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当
然，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自行平
息动乱，“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便更能充分体现。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院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
任王振民教授表示，香港绝大多
数人内心深处赞同、满意现在的
“一国两制”， 珍惜香港的法治。
暴力不仅毁掉个人的前程，而且
将摧毁香港的宪制秩序和良好
的法治， 摧毁香港的“一国两
制”。 长时间的街头抗议乃至暴
力冲突与继续实行“一国两制”
的目标南辕北辙。 只要回归法
治、回归“一国两制”，严格按宪
法和基本法以及香港现行法律
办事，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
的良策。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专家也
就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等相关话题，发表
了自己的看法。

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教
授表示，要通过立法等方式切实
落实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宪法身
份认同，通过激活特别行政区自
身的法律制度等方式，强化“一
国两制”在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保
障机制。

澳门大学法学院骆伟建教
授表示， 香港居民的团结是防
止和解决动乱的一个 重 要 的
条件 。 爱国爱港力量要团结起
来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制止动
乱 。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
达表示，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必然要求有一个长期繁荣
稳定的香港，一个政治社会长期
动荡不安的香港本身就不符合
乃至有损于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

拉紧我的手！

昨日，广州市海珠区在江湾
路椰诚苑小区启动“楼道撤桶”
工作，象征全区社区开始参与楼
道撤桶，同时对外通报了该区居
民社区生活垃圾楼道撤桶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制度的时间安排。
根据这份“时间表”， 该区计划
在11月30日前普遍完成各居民
社区楼道撤桶工作，并辅以相应
督导手段协助居民分类投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餐厨垃圾怎么扔？
18点后投放当晚清走

根据相关通知，海珠区把居
民社区划分为样板小区、 除样
板小区外的无物管小区、 有物
管小区、城中村等四类区域。 由
于广州市已要求全市 600 个分
类样板小区今年全面实施楼道
撤桶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
放制度，其中 72 个位于海珠区
的分类样板小区将在 9 月 30
日前全部楼道撤桶， 采取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制度； 对于除样
板小区外的有物管和无物管的
小区， 原则上在 10 月 31 日前

完成楼道撤桶； 城中村则在 11
月 30 日 前 全 面 完 成 楼 道 撤
桶。 此外， 该区计划 10 月 31
日前先让所有无物管小区完
成楼道撤桶工作 ，并争取有物
管小区亦在该时间段内完成
楼道撤桶。

为方便居民在楼道撤桶后
分类投放垃圾， 通知亦对海珠
区的投放时间和投放类别进行
调整。 对于已实施生活垃圾楼
道撤桶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的社
区， 将引导居民在 18 时至 21
时分类投放餐厨垃圾； 通知还
透露将引导居民在 7 时至 9 时
和 18 时至 21 时分类投放其他
垃圾； 对于分类后不易产生异

味的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 ，则
不作投放时间上的规定。

海珠区城管部门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配合居民分类投放
避免垃圾异味扰民 ，区城管部
门亦会在垃圾收运时间上配
合居民投放。 极易产生异味的
餐厨垃圾， 将安排当晚从社区
运走。

为确保撤桶后的分类投放
效果，将让回社区报到的党员、
社区分类督导员、 城管执法员
等， 挂点巡查并指导居民在撤
桶后新设桶点分类投放， 同时
引入垃圾分类执法“红黄牌”制
度督促物管小区参与楼道撤桶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工作。

黄埔区已实现
八成社区楼道撤桶
记者昨晚从广州城管垃圾

分类业务部门获悉， 自今年 7
月广州宣布全面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以来， 各行政区正积极推
动相关工作。 如黄埔区根据区
内较多新楼盘的特点， 要求新
楼盘在入伙时楼道便不设垃圾
桶， 目前八成社区已实施楼道
撤桶。 市城管部门建议广州各
区可参考黄埔和海珠的模式 ，
对新楼盘在入伙时楼道即不设
桶， 对已入伙社区明确时间节
点系统推进楼道撤桶。

广州加快推进垃圾分类楼道撤桶工作

11月30日前，海珠区率先全区“撤桶”

守守护护 止止暴暴制制乱乱香港

香港，
为期两个月的“家庭同

乐日”系列活动昨天启动

林郑月娥发文呼吁为
香港“对话找出路”：

大家都累了，
可否坐下来谈一谈？

详见 A3

怀疑路灯“人脸识别”
示威者毁智慧灯柱

特区政府强烈谴责，
警方将严正追究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电
澳门特区 第 五
任 行 政 长 官 选
举结果 25 日揭
晓，贺一诚获得
392 张 有 效 选

票，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据悉，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

政 长 官 选 举 投 票 25 日 上 午

10 时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
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贺一诚
是本次选举唯一被接纳的候
选人。

当选者将成为澳门特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经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后成为候任行政长
官， 将于 12 月 20 日正式宣誓
就职。

澳门特首选举结果揭晓
贺一诚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今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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